
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此份报告梳理和回顾了过去 20 年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政策法规和大事记，政
府探索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努力和经验，以及在此过程中，民间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多样实
践。报告指出中国目前仍处于绿色转型的初期。而实现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在政府推动和
国际合作外，也需要民间的广泛参与和跨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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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

的里约 +20 峰会，共吸引了来自超过 100 个国家

的首脑和 5 万名各领域的代表参与。49 页的峰会

成果文件却并没有给出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我

们期望的未来＂。相比 20 年前，我们并没有真正

走向可持续发展，而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无法有效

推进的国际谈判，还有更为严峻的环境和发展问

题。

过去二十年我们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进展

非常有限。在探索未来的转型和更加可持续的发

展模式同时，回顾和反思也同样重要。借此契机，

6 家中国本土的 NGO 自愿发起此份民间回顾报

告，共同回顾中国 20 年可持续发展进展和在此过

程中民间组织的参与。

和国家回顾报告以及其他民间组织的报告相

比，此份报告主要有以下 6 点特征 :

1. 独立：观点不受任何利益相关方结论的影

响，来自民间多元的声音；

2. 自愿：自愿性是公民社会组织和任何其他

类型机构的区别；本报告来自中国公民社会，发

自内心的对 20 年中国社会变化的分析和观察；

3. 多元：报告反映 20 年伴随着公民社会整体

的变化，公民社会组织从 0 到 1，尤其是环境机

构的发展格外突出；

4. 真实：通过大量访谈得来，反应不同的观点，

类似口述史，虽非“权威”，有可能有矛盾的观点，

但是没有被修饰，原汁原味儿；

5. 解读：将各个议题章节多元视角之间的内

在关联解读，从法律、政策、机构等方面分析，

并给出重量级且鲜活的建议；

此份报告梳理和回顾了过去 20 年中国在可持

续发展框架下的政策法规和大事记，政府探索可

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努力和经验，以及在此过程中，

民间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多样实践。报告指出中国

目前仍处于绿色转型的初期。而实现可持续的绿

色经济，在政府推动和国际合作外，也需要民间

的广泛参与和跨界合作。

20 年前的里约峰会，没有来自中国民间的代

表参议；20 年后，中国的民间组织联合企业，青

年和基金会，组织＂绿色中国 竞跑未来＂的系列

行动，共同见证和参与了里约峰会。这是中国民

间组织在国际舞台上首次跨界合作行动。我们深

切期望，里约并非终站，而将是民间绿色跨界对

话的开始，进而形成绿色合力，共同助力中国的

绿色转型。

孙姗  执行主任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前言

卢思骋  总干事

创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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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回 顾 和 思 考 1992 －

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一书是一些中国民间社

会组织努力对中国过去 20 年可持续发展得失的反

思。在全球社会时隔 20 年在 2012 年 6 月在巴西

里约召开可持续发展地球峰会的背景下，它显示出

众多中国公民社会团体期待借此历史契机对本土经

验进行总结和反思的愿望和行动。

                   

本书的框架主要参照了《21 世纪议程》，分

为社会和经济，环境和自然资源，实施和方法等部

分。涉及 19 个议题，从减贫、公共健康、性别平

等，到公共参与、国家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从可

持续生产消费、环境友好技术转移，到绿色金融，

从气候变化、能源、水资源保护，到生物多样性、

空气污染、荒漠化等。报告的 25 位作者的职业和

专业背景多样丰富，来自 20 多家组织，他们以民

间社会观察者的视角，尝试反映各种利益相关人的

意见，努力呈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图景，并探

讨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如何应对在可持续发展上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

总论的主要结论也表现出本书众多作者的一个

观点：尽管中国 1992 － 2011 年的经济成就令世

人瞩目，但 20 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行进在一

个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方法和实施手段的道路上，

我们对环境和资源的索取大于我们对恢复和保持其

再生能力的投入。如果没有发展模式的根本改变，

中国目前的发展将继续以牺牲环境和未来人群的福

祉为代价，不可持续。          

为边缘和弱势群体提供参与决策的机会和可能

是很多章节中都提到的一个政策建议。建议提出的

角度多样：本土知识和传统智慧要求他们的参与；

多方公开探讨或者审议更可能带来长久有效的决

策；在全球治理的趋势下多方参与决策理应是政府

追求善治而作出的积极回应。然而要落实这些建议，

总是面临比想象更大的挑战和困难。“环境领域公

共参与的三条主线”一章展现了公众参与被艰难推

进的过程和仍然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仍然是政

府主导、企业配合、民间社会在边缘谨慎行动的态

势。多数章节仍然花最大的篇幅分析政府政策、提

出的与执政改善相关的建议。不过，有些章节不惜

笔墨来探讨企业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例

如在关于能源、消费和生产模式、技术转让等章节

中。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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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与自然资源管理有关的章节，表达了一

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相关决策中，应当充分理解

和妥善运用现有与自然资源管理有关的世界前沿研

究成果，本着为后代人着想的长远眼光，在经济利

益和生态系统承载力维护或生态资本保护中寻求平

衡点。          

每一章的分析都见证着中国公民社会艰难成长

的历程和执着的责任感，也展示出中国社会在可持

续发展上面临的困难。如果仔细琢磨，读者会从其

中一些有意思的案例中觉察到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工

作多年的各位作者对现实的忧患和对未来的期待。          

本书并未覆盖所有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这也体现出中国公民社会在较短的发展历史中还

缺乏全面把握和分析这些议题的能力。以“里约

+20”可持续发展峰会的主要成果《我们想要的未

来》为蓝本，这本报告有很多重要议题没有涉及，

如海洋资源、城市化、可持续农业、教育等。然而

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始终是持续性的，如此可持

续发展在行动的力度和思考的深度上才能不断增强

和加深。由此说来，也许对未来类似的工作有如下

的期待和展望也算是合理的：更多的民间组织加入

到反思和总结的群体中、更多的重要议题进入公民

赵  昂

报告工作小组代表，自然之友顾问，磐石能源与环

境研究所联合创办人

社会倡导和寻求改变的工作中、更为独立和有批判

性的思考可以反映在未来关于回顾和反思的文字当

中。          

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在当代不同文化、民族

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在当代社会与未来社会

得失的权衡中，我们如何做出跨越代际的公正、负

责、有智慧的行动？ 当我们将这样的问题摆在 20

多位作者面前时，他们的回答表面上读来是一种对

理想状态的描述，但细心体会，或许你可以触摸到

一种将行动诉诸当下的清醒和可能。  

      

“一个没有恐惧的家园，人类安居在边界之

内。”       

“人人可以生活在一个有平等和尊严的社会。”       

“我期许一个世界，在那里，所有的声音可以

听到，权利、利益和责任被平等地分配。”       

“我希望，一个人的价值是基于他的品性和他

助人的能力，而不是他所拥有的资源。”

“如果我们真诚梦想，做出的选择应当有对未

来的关怀，也更应当公义，如此选择或许代价不小，

但一定并非承担不起。将责任推给所谓无奈的现实

和被随意定义的他者，只能显露出我们仍处于精神

的侏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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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易生 | 多年从事技术经济和环境经济研究，多次

主持并参与国内外研究项目。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环境技术经济室主

任，中国环境学会第四届理事。

刘源 | 文化人类学博士，自然保护区管理博士后。

致力于减贫政策研究与倡导工作，为关注少数民族、

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在减贫进程中的政策可及性

研究，也关注社区减贫经验总结提炼和经由试点项

目开展的行动研究。有 12 年环保社团志愿者经历。

现为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部项目官员。

Patrick Schroeder（施龙）|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与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的研究，促进国内外 NGO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在国际关系和环

境学领域有深入的研究，有多年的环保国际合作特

别中外合作的经历。现为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

进会国际顾问。

蔡凌萍 | 关注公共卫生和公民社会发展，促进多领

域和多部门在健康议题上的合作。具有十年 ngo

工作经验。现为北京市朝阳区康众卫生教育服务中

心经理。

侯艳丽 | 曾担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全球气

候行动中国项目主任、气候与能源中国项目主任，

能源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主任，国际能源署中国

清洁煤发展战略研究员。关注气候变化谈判的进展

以及国内的节能减排试点与政策推广工作，负责交

通、工业与建筑能效项目的管理以及 20% 节能目

标项目的地方实施等。现为独立顾问。

邓冰 | 致力于城乡规划和旅游发展规划，在乡村旅

游、生态旅游、运动休闲方面有深入研究，热爱自

然，关注社区发展和城乡和谐。现为北京清华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经理。

范鸣晓 | 致力于社区发展和旅游地产开发规划，有

多年社区工作经验，多次组织环保社团活动。现为

北京东方创美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项目经理

唐才富 | 从事林业技术和林业工程项目管理，致力

于社区林业发展和森林碳汇的研究。参与了长江防

护林、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林业重点

工程建设项目，有社区林业项目实践、清洁发展机

制下的造林再造林项目开发和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

管理经历。现为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顾问。

甘庭宇 | 长期以来在自然资源利用、管理和农村社

区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现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小燕 | 有多次参加有关农村社区、农业经济等国

家级、省部级课题项目的经历。现为四川省社会科

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

为农村社区发展。

王书文 | 致力于以社区为基础的荒漠化防治研究和

实践，特别专注于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荒漠化

草场的保护工作。现为负责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

副秘书长，负责机构战略管理和项目监测评估工作。

张黎明 | 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及区域

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关注和大力推动政府之间及

政府与国内外非政府公益组织之间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现为四川省野生动植物保

护协会高级工程师。

朱子云 | 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系统管理的相

关研究，积极参与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团队在三江源地区的保护研究与实践。现为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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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 北京大学

元培学院生物科学专业本科四年级学生，将跟随吕

植老师攻读保护生物学博士学位。

郑平 |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尤其

关注水资源管理、气候变化与能源领域。拥有多年

在国际环保组织和商业机构的工作经历，在经济学、

环境政策以及政企合作机制等方面有长期的研究与

探索。现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经理。

彭艳 | 致力于改善空气质量的政策、制度和框架研

究。专注于分析识别改善空气质量的根本性障碍，

并擅长策划知识和经验的精确梳理、传播和影响。

现为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中心中国区总监。

蔡超 | 拥有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和伦敦大学学院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在国际项目和 NGO 的农

业及环境相关领域工作多年，对中国环境、健康和

发展问题的研究和政策状况有广泛综合的了解。现

为社会科学研究协会中国环境与健康项目资讯主管。

赵昂 | 拥有环境政策和监管硕士学位。曾先后在自

然之友、绿色和平和绿家园等环保组织就职， 从

事中国环境和能源政策倡导和研究工作。现为磐石

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经理。

白韫雯 | 主修环境科学、环境政策和管理专业，对

绿色金融、可持续银行业领域有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曾在国际环保组织从事环境领域的工作多年。现致

力于推动可持续金融与中国全球环境足迹相关的工

作。现为创绿中心可持续金融项目总监。

李霄 | 山东大学经济学学士，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

专业管理学硕士。现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在读。 

陈冀俍 | 环境科学和管理背景，在气候变化政策领

域工作多年，致力于环境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推

动公民社会对于环境问题的讨论与参与。现为创绿

中心项目专员。

常成 | 致力于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和公众参与

的行动，在监督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表现、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政策有深入研究。现为自然

之友副总干事。

蔡一平 | 多年从事妇女与性别领域的研究与倡导，

曾在中国妇女报、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国际妇女

组织任职，特别关注社会性别、妇女权利、环境公

正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联系。现为新世纪妇女发展

选择执行委员会委员。

张绪彪 | 致力于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

展，通过与政府，工人与雇主组织的紧密合作，帮

助中小企业提升责任竞争力和绿色转型。他是国际

环境与发展学院的国际学者，英国未来论坛的访问

学者，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转型思想者。现为国

际劳工组织项目经理。

徐嘉忆 | 致力于气候变化问题在社区发展上的研

究，促进国内外 NGO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交流。

在经济学和区域发展领域有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有

多年的环保社团活动和志愿者经历。现为道和环境

与发展研究所气候变化项目官员。

黄浩明 | 致力于民间组织发展和战略研究，具有

20 多年促进国外内民间组织、政府部门及私营部

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经验。在数所高校担任兼职

教授，在多家民间组织担任理事或顾问等职务。现

为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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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绿中心、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公众
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共 6 家机构，
自愿联合发起《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 － 2011：民间社会
的视角》报告的撰写及相关活动。

各发起机构认同以下报告发起之目的：从民间社会的视角回顾中国
过去 20 年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可持续发展进程，回顾可持续发展
的进展与面临的挑战；促进公民社会内不同机构间的合作与分享；提高
公民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各发起方认同以下报告内容和写作原则：
- 独立多元的视角，体现民间社会的观察和声音
- 参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中审视中国

的情境
- 以回顾为主，案例评价为辅；
- 分析应基于事实，事实必须援引出处，文献引用须符合学术规范
- 鼓励在报告中展示公民社会的优秀活动案例

发起机构同意承办机构负责报告的组织、协调和出版以及资金的筹
措和管理等工作。承办机构应每月将工作进展在所有发起机构中分享。
项目工作之间为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7 月 1 日。项目结束后，
承办机构将对发起机构通报项目产出。

特此申明。

发起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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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绿中心
成立于 2012 年，是一个从本土出发，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型环境

保护组织，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绿色转型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更多信息，可以访问：www.ghub.org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成立于 2007 年，是中国本土的自然保护民间机构，致力于探索

实践可持续生态价值链，实现生态公平，建立生态、经济和文化的新

平衡。

更多信息，可以访问：www.shanshui.org

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成立于 1994 年，是一家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领域的研究型

公益机构，致力于为环境相关利益方提供前沿的数据分析以及建设性

的环境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可以访问：www.ied.cn

自然之友
成立于 1993 年，是一家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致力于推动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支持全国各地的会员和志愿者关注本地的环境挑

战。

更多信息，可以访问：www.fon.org.cn

中国国际组织民间合作促进会
成立于 1992 年，是一个全国性、非营利性、联合性、自愿结成

的独立社团法人，致力于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为中国的民间组织，特

别是基层民间组织提供一个交流、沟通和支持的平台。

更多信息，可以访问：www.cango.org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本土非营利环境保护机构。成立以来

IPE 开发并运行中国污染地图数据库，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促进环境治理机制的完善。

更多信息，可以访问：www.ipe.org.cn

发起机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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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as been twenty years since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known as the Rio Summit. Despite some progress 
however, the world has yet to move on to a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at progress 
countries have made with regard to policies, 
technologi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s proven insufficient to counter two far more 
obstinate trends, the unabated deterioration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on one hand, and growing 
global economic inequality on the other. The 
prospect for a common future depends on all of 
humanity sharing resources and working together. 
Yet, countries continue to behave in ways that 
reflect strategies largely shaped by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 seems fair to characterise 
the current era as one that is marked by 
humanity’s collective propensity towards double-
standards, self-contradiction and inaction. Evident 
as the necessity has now become for societies 
to transform their model of development, many 
people seem unwilling to alter their accustomed 
ways of life and work.

So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the country has 
been portrayed at once as “the biggest problem” 
in relation to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and 
also as a “saviour”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oweve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appraisals is the very 
result of the severing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rom economic problems, which are of 
course closely connected.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s still a work in progress, 
yet its continuation must now take place in a world 
where the kind of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logical robustness that existed dur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no 
longer does. In the short run, China may constitute 
a driving force in maintaining the current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uelling its continuing 
expansion around the globe, yet in the longer term, 
the country might well become a powerful force for 
the creation of a different model. Given the sheer 
size of its economy, the model China is currently 
imitating will see its effectiveness culminate before 
eventually running out. This, without a doubt, is the 
most serious challenge facing China today.

Part I. Review
A. What China has achieved
After the Rio conference in 1992, China’s Agenda 
21 was adop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n 25 March 
1994, making it the first national Agenda 21 in the 
world. This move helped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s 
commitment towar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1. Reflection and hopes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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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s illustrated by the subsequent formulation of a 
seri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imed 
at: building an economy that i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resource-efficient (2004), a circular 
economy (2004), a low-carbon economy (2009), 
transform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2010), and realising green development (2011). 
Moreover, praiseworthy experimental efforts 
were made by government agencies in charg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s well  as 
enhanced statistical compilation and analysis 
aimed at greening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nd 
practices.

Th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of the state in enac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greatly increased. 
Environment laws represent the fastest-growing 
legislative area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Not 
only have environmental agencies seen their 
stature rise and clout grow within the bureaucratic 
hierarchy, but they have also matured in terms of 
organisational development.

Industries are becoming more resource efficient,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renewable 
energy are advancing rapidly. For example, China 
is now first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wind power 
production capacity.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mong the public has increased 
markedly. Gone are the days of the complete 
abs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oday,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re involved not only in a 
variety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fforts, but 
also increasingly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recent years, public oversight and monitoring of 
the environmental conduc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businesses has grown in both intensity and scale, 

and now represents a formidable form of direct 
public involvement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ome local improvements notwithstanding, 
the overall condi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 
continued to deteriorat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hile water and energy intensity per 
unit of economic output has greatly decreased, 
they are still far above the levels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s the aggregate demand for 
natural resources keeps rising, so does the toll 
the Chinese economy takes on the environment.

These facts can only give us greater cause for 
concern than for satisfaction. Still,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rrent profile of China’s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its demographics, and the 
fact that it is undergoing the most intense and 
demanding phase of industrialisation, the country 
deserves credit for what achievements it has 
made – and certainly not without great difficulty 
– toward mitigating its nega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

B. Internal causes preventing more 
effective action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plays a decisive and 
leading rol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owever, large gaps exist between what the 
government intends or pledges to do on the one 
hand and what it manages to achieve on the 
other.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law is partly to 
blame for this. More specifically, Chinese legal 
codes tend to treat entities in either the public 
or the private sector, including self-employed 
entrepreneurs, much more harshly than they do 
government agencies whose job it is to regulate 
and to supervise these entities. In addition, the 
law tends to afford weak protection for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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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entities that function as watchdogs for 
government conduct.

Under the current public financing system, 
governments at the provincial and sub-provincial 
levels are motivated by powerful incentives to 
pursue economic growth. Consequently, repair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often lags far behi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C. Global inter-connectedness
While we are fully cognizant that environmental 
voices around the world are calling on China 
to chang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is dictated by the 
powerful force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been assigned the 
role of the “factory of the world” reflects the profit-
maximizing imperative of the competitive global 
market. It stands to be questioned, then, should 
China act on its aspiration for greater control of 
its patterns of consumption and higher levels of 
technological self-sufficiency, would its efforts not 
be at odds with global market forces? The drop 
in Chinese exports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fered a vivid illustration of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structural adjustment” can have 
for unemployment. Another area in which the 
forces of the global economy undercut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is material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the massive 
success of global corporate capitalism to foster 
a culture of consumerism amongst China’s 
population has all but condemned China’s 
own efforts to encourage its citizens to adopt 
sustainable lifestyles and consumption habits to 
ineffectiveness. This attests to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any country, especially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its own. 
Absent genuine mutual understanding, there can 
be no effective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Part II. China’s potential for change and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inting out the need for global cooperation to 
achieve worldwi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by no means to shirk China’s own responsibility. 
Ins tead,  i t  pu ts  such respons ib i l i t y  in to 
perspective, and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it. It behoves China to actively explore and 
experiment with alternativ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that promise to allow 
more people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modernisation, and that promote posit 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se efforts will no doubt take time, and require 
great determination, but they must begin with 
feasible green reform as the first step.

A.As China continues to explore ways 
for implementing a green economy, it 
has much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Greater value should be placed on creative 
pluralism, and on the need for enlisting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participate in 
building a green economy. All businesses, 
regardless of their size or country of origin, can 
potentially sprout “green shoots”, and should 
be given the spac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innovate. Interference in market competition 
through coercive government actions intended 
to impose any particular model of technology 
or institution uniformly on society is unjustified, 
and should not be allowed.



15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英文摘要

Adoption of green economic accounting methods 
and practices ought to proceed with cautio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fall into the trap of means-ends perversion. That 
would only compromise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new technologies.

Building a green economy requires more than 
greening investment. Unless embedded within 
and supported by a society that runs on green 
principles,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only be but a mirag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by the gradual replacement of the current 
management model that depends on government 
“command and control” by one in which “checks 
and balance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nd agencies play a more prominent role. Legal, 
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recognition and 
affirmation of the different roles, functions, duties 
and rights of government, corporations and 
“third-party” entities - the so-called triumvirat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are in order.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should be established so 
as to allow these three parties to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optimal outcomes.

B. The green economy is meant not as 
a replacement but rather a precondition 
for achieving the global obj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try to become one of the first 
if not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adopt 
a new way of life and model of production. 
We should, starting today, advocate, explore 
and support a philosophy of life that values 
plentifulness without waste, and fulfilment free 
of decadence.

It is when we are working to overcome challenges 
that we find new paths forward. It is important 
always to remember to create and preserve ample 
space for green innovation to grow. For example, 
the advantages associated with late-development 
should be readily seized up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se advantages exist not only in the 
area of technology, where they can save on costly 
original research and early development, but also 
in those areas in which conditions remain largely 
open. Examples of these include new urban 
development, models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undeveloped natural habitats, green insights and 
wisdom intrinsic to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ll 
of these constitute forms of resources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tap into.

Any society’s innovative potency is as great 
or small  as the vital i ty of i ts civi l  society 
organisations. Besid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civil society is another important player 
in the management of a country’s public affairs. 
It can function as a catalyst and/or an incubator, 
and is instrumental for achieving a lively and 
harmonious society.

C. Pushing for a united green force 
around the world and ‘deep justice’
Whether people are willing to face the causes 
of their shared problems squarely determines 
the measure of their joint efforts towards solving 
them. It is only when we fully recognise and take 
seriously the fact of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all 
countries that we can deepen our appreciation of 
our ow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only then 
can we know how to tailor our solution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and how to treat the 
disease and not just alleviat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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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ven development is a chief hazard. Both 
within and among countries, all and any effort 
aimed towards mitigating disparities in levels 
of development necessari ly have posit ive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We believe that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degree of inequality 
between countries in terms of material standard 
of living would be a boon and not a disaster for 
the world at large.

We can all readily understand how and why it 
might be difficult for genuine cooperation to take 
place in a world of severe material inequality (which 
in part reflects severe inequality in ecological 
resource al location).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commit themselves 
to adopting a new conception of human well-being 
and happiness.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it would 
be wrong to insist on maintaining ecologically 
unsustainable lifestyles, an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would be unwise to try to emulat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at regard.

We must remain firm in our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and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that was agreed to twenty years 
ago at the Rio Summit. Moreover, we should 
take the principle to a new level. That principle 
represents a bridge that humanity has built, that 
can connect us to a possible future of greater 
civility, deeper shar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deep and genuine justice. The hope is for a 
new ki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take shape, one in which 
the latter can secure not only the help they need 
from the former, but also the capacity and the 
freedom to develop on their own.
Green voi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but 
especially those originating from civil socie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form a united front 
by coordinating and cooperating, and become 
a moral force for promoting a culture consistent 
with ecological principles.

We are of the belief that if all of humanity is willing 
to accept and adhere to the ideal of sharing, of 
both fortunes and hardships, most of us would 
be able to face the prospect of a common albeit 
uncertain future with equanimity, and maybe even 
optim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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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hina is the first developing country to have 
realised ahead of schedule the goal of halving 
extreme poverty, as agreed to in the United 
Nat ions Mi l 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include high levels 
of economic growth for a sustained period,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led projects, 
improved target ing of  poverty al leviat ion 
efforts, ideas and methods introduc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active 
advocacy of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NGOs) in community poverty reduction.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draw on interviews with 
stakeholders including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practitioners, academics,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nd people experiencing poverty first-hand.

Main achievements
China’s population in poverty, defined by daily 
consumption of less than US$1.25, decreased 
from 835 million in 1981 to 173 million in 2008, 
or from 84% to 13.1%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Word Bank, 2009). The country’s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reduction included the following key 
aspects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2011):
• The problem of subsistence living, and adequate 
food and clothing for the rural poor has been 

basically resolved in a stable, lasting and effective 
way
• Infrastructure,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poor areas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key 
counties within national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reduction programs, 60.9 per cent of rural 
households had access to tap water or well water 
by 2010, 88.1 per cent of villages had access to 
roads, and 98 per cent had access to electricity.
•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has been 
strengthened. By the end of 2010, in the same 
key counties, 97.7 per cent of children aged 
between 7 and 15 were enrolled in school, and 
the illiteracy rate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had decreased to 7 per cent
• The primary-level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improved. Every township has 
a hospital, and most administration villages have 
a clinic. 91.4 per cent of rural residents were able 
to get timely medical service by 2010, and 93.3 
per cent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system.

The priority given to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reduction with government-led large-scal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helps the poor escape 
poverty. Since 1994, the government has enacted 
three important anti-poverty programmes, 

2.1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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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ven-year Priority Poverty Reduction 
Programme, the ‘Outline for Poverty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Areas (2001-
2010)’, and its follow-up from 2011-2020. The 
cumulative financial input from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reached 144.04 billion Chinese Yuan 
between 2001 to 2010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2011), and large-scale projects were 
carried ou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particular, 
from 2001 the government identified 148,000 
impoverished villages nationwide to be involved 
in the Integrated Village Development Program. 
By the end of 2010, some 126,000 villages had 
implemented programmes. This policy has been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successful 
poverty reduction measures.

Introducing leading ideas and techniques 
for poverty reduc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a new and increasing area for co-
operation. Since 1995, the World Bank has begun 
loan projects for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operated with the 
World Bank,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bilateral government agencies 
from the UK, Germany, Australia and Japan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NGOs.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 foreign investment grew to US$1.4 
billion by 2010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2011), with implementation of 110 foreign-funded 

poverty reduction projects covering 20 provinces 
(or regions) a nd more than 300 counties, 
benefiting nearly 20 million of China’s poor. 
Meanwhil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ncepts, 
effective poverty relief systems and mechanisms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popularised in China, 
such as participatory poverty alleviation, micro-
finance, project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pover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hese 
imported approaches have improved the 
capacity for Chinese poverty relief and systemic 
innovation.

A number of NGOs have made signif icant 
contributions to poverty elimina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During past twenty years, the 
NGO community has been working in livelihood 
improvement, community culture development, 
local education,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medical and health promotion, 
women's development, culture protec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a range of other areas. 

Specific support to vulnerable groups
The Ch inese government  has  gradua l ly 
established a ’Grand Strateg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which identified women, ethnic 
minorities, teenagers and disabled peopl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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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with special needs, and attempts to 
resolve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related to these 
vulnerable groups in poverty. Unfortunately, 
the corresponding specif ic measures and 
implementat ion methods have seen slow 
progress. On the other hand, a number of 
NGOs have been active in community poverty 
reduct ion  and p lay  an impor tant  ro le  in 
supporting vulnerable groups,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policies. 

Over twenty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action to relieve women’s poverty through various 
national programme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cisterns in dry areas, small loan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of rural 
women moving to urban areas for work.

Access to education for teenagers in poor areas of 
China has improved and the proportion receiving 
nine years compulsory education has greatly 
improved. Domestic NGOs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areas such as children’s schooling, nutriti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pre-school and other fields. In October 2011,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aunched its Nutrition 
Improvement Plan for Rural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is plan, each student will be allocated 3 
Yuan per day for nutritious meals, representing 
a commitment of 16 billion Yuan every year. The 

pilot covers 260 million students spread over 14 
major areas including 680 counties and cities 
across China. This is a case of successful policy 
advocacy initiated by civil society. 

Ethnic groups account for 8.5% of China's 
population, however over half of the population 
in poverty are from minority groups. Many argue 
that the major challenge of poverty reduction 
l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ne of the basic 
judgements of the World Bank on poverty in China 
has been that "those with the double disadvantage 
of minority status and mountainous location have 
the highest poverty rate of 40% (28%) in the case 
of consumption (income) poverty China's poverty 
situation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 mountain and ethnic minority areas" 
(World Bank, 2009). The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various pilots responding to the diverse 
causes of poverty amongst ethnic groups. In the 
period 2001-2010, key rural counties in minority 
areas enjoyed a per capita net income increase 
from 1219 CNY to 3131 CNY (Fan, 2012). NGOs 
also provide a unique perspective to address 
poverty reduction in culturally diverse ethnic 
minority groups. NGOs’ understanding of local 
knowledge systems, cultural values and traditional 
livelihoods compensate for the over-emphasi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overn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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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understanding of disabled people 
in poverty is very limited, and specific policy 
measures are deficient. At present, China’s rural 
areas still has more than 20 million disabled 
people in poverty. Due to the effects of their 
disabilities, low education levels, lack of skills, 
unequal opportunities and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the disabled ar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sections 
of the communit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Most 
Chinese NGOs working on the issue of disabled 
people in poverty concentrate on the disabled 
in urban areas, making their work centres 
on obstacle-free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restoration of health, employment, etc. Therefore, 
support for poverty reduction to the rural disable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to address.

Challenges confronted
• The government’s anti-poverty approaches lay 
particular emphasis on economic indicators. Thi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which exploits natural 
resources and cheap labour is undoubtedly 
difficult to sustain.
•  Ch ina ’s  pover ty  reduc t ion  e f fo r t s  a re 
characterised by government-led large-scale 
projects, which reinforce community subjectivity, 
do not provide self-capability for the poor, and 
lack "participatory" and "endogenous" approaches 
to transformation.
• As an important force for poverty reduction, 

NGOs involved in the area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lack legal and the systemic guarantees, and 
their practical experiences from the community 
level are received within a narrow channel of 
national policy.
• Research dealing with policy and factors leading 
to poverty is relatively weak, increasing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esults of anti-poverty efforts. 
Global changes, including free trade, have brought 
excessive and overly fast opening of markets, and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resulting 
from climate change in recent years hav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creased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poor groups. However until now research and 
policy measures designed to deal with these new 
challenges have been limi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1) Strengthen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poverty 
challenges and design multidimensional anti-
poverty policies.
2) Further improve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orts 
to particular vulnerable groups such as women, 
children,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disabled.
3) Expand the capacity of NGOs and poor 
communities themselves to b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poverty reduction.
4) Strengthen policy preparation for new causes 
of poverty such as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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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Summary
This  chapter  dea ls  w i th  Ch ina ’s  rap id ly 
changing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that occurred from 1992-2011.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SCP) is a cross-
cutting issue that takes a life cycle approach 
considering impacts caused along the value chain 
of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resource extraction 
to the end of life stage. SCP lies at the hear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t only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also for emerging economies like 
China. 

Changes in China’s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from 1992-2012
Overall, China’s resource consumption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driven mainly by China’s rapid industrial growth. 
China’s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 increased 
from about 1.5 global ha/person in 1992 to 2.21 
global ha/person (Ewing et al., 2010) while 
China’s bio-capacity continued to declined. 
For example, China’s water use has increased 
by 12.4 % between 2000 and 2010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1), mainly driven by 
water consumption from industry and mining 
activities. In terms of pollution, China's first official 
nationwide census of pollution sources issued in 

2010 found that pollution levels are much higher 
than official government sources indicate: In 
2007, industrial solid waste such as particles from 
mines or steel mills totalled 49.14 million tons, 
the amount of pollution discharged into water 
resources totalled 30.3 million metric tons and 
waste gas emissions topped 63.7 trillion cubic 
meters (Xinhua, 2010).

Along with the urbanisation process, China's has 
witness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ystems. A sharp decline 
in arable land in the past 20 years has been 
observed. However, grain output increased from 
around 450 million tons in 1992 to around 550 
million tons in 2010 due to the extensiv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sers which shows a rising trend 
from just under 30 million tons in 1992 to more 
than 55 million tons in 2010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1). Large-scal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sers not only increases energy consumption 
but also has negative impacts through pollution 
of groundwater and soil compaction. In addition, 
as Chinese living standards improve and diets 
change, the consumption of high impact products 
such as meat, eggs, milk, aquatic products and 
seafood shows strong increase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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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rivate consumption trends have mostly 
no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by policymakers 
or the public. Although ecological per capita 
footprints and carbon emissions, 5.8 tonnes CO2/
person (EIA, 2011), are still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OECD countries, these figures hide the 
fact that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has much lower 
footprints and emissions than urban consumers. 
In terms of priva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e 
ga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incomes is also 
reflected in consumption patterns. Especially in 
urban areas the use of private motor vehicles and 
rising consumption of luxury products are major 
trends of unsustainable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2009 China surpassed the US as largest car 
market and in 2010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luxury goods marke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 China
The main focu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efforts to clean up the environment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has been on end of pipe 
solutions to reduce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While some success 
can be seen in relative decoupling of some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overall resource 
consumption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strongly 
over the next decade, if no stronger counter 
measures are tak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rie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decreasing 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 
increasing industrial waste through promoting 
resource efficiency, for example by way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approach which aims at 
minimising industrial resource use and waste 

outputs by encouraging recycling and reuse. 
China currently has approximately 1,600 national 
and provincial-level industrial parks and since 
2001 has established an eco-industrial park 
(EIP) network. It currently includes 15 national 
demonstration EIPs and 45 national trial EIPs. 
However, the lack of a practical quantitative 
standard system that can be used to more 
consistently and objectively accredit EIPs is a 
major barrier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Shi, Tian 
and Chen, 2012). The current number of genuine 
certified eco-industrial parks is therefore still 
too small, accounting for less than 0.5% of all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 to make a real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hole industry. Most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 still are consuming and wasting 
too many resources and are highly polluting. 

In the coming decades China’s domest ic 
consumpti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 growing 
share of resourc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lthough reliable data is scarce, it is obvious that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China’s 200 mil l ion urban middle class 
consumers have already reached and in some 
cases surpassed OECD standards, whilst many 
of China’s rural consumers are not consuming 
enough to meet their basic needs. 

Innovat 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re 
important to make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This will be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as China tries to increase 
domestic consumption to reduce reliance on 
overseas export markets for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try 
to address unsustainable consumption through 
top-down measures, such as the restric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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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car purchases and use in large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The government’s 
propaganda-style public awareness raising 
initiatives are, however, less successful and do 
not have much appeal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consumers. The slow uptake of energy efficient 
household appliances and ‘green’ products is 
both a result of low awareness among consumers 
and lack of trust in existing product labelling 
systems and product standards.

To f ind solut ions and enabl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consumers, not only strong policy 
signals but also innovative bottom-up civil 
society campaigns will be necessary. Some 
Chinese civi l  society init iatives promoting 
sus ta inab le  u rban  commut ing  and  low-
carbon lifestyles try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Examples are the Green Commuting Network 
e s t a b l i s h e d  b y  t h e  C h i n a  A s s o c i a t i o n 
for  NGO Cooperat ion (CANGO) and the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in more than 
twenty c i t ies across China. The Inst i tute 
for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PE) 
and the Green Choice Alliance, a network 
o f  more than 30 env i ronmenta l  Chinese 
N G O s ,  l o o k s  u p s t r e a m  i n  t h e  g l o b a l 
electronics supply chain of multi-nationals 
such as  App le  (Fr iends  o f  Nature ,  IPE, 
Green Beagle, 2011) and tries to influence 
companies, policymakers and consumers by 
making information and data about polluting 
companies publicly available. Challenges for 
NGOs in promoting SCP include effectively 
engaging companies, reaching out to a wider 
publ ic  audience and the l imi ted pol i t ica l 
space provided by current regulations.

China’s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global context 
In the 1990s, China started to become a "world 
factory" with most of the consumers of goods 
produced in China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In 2012, 
China's world factory status has not changed, 
but it now also is a “world consumption hub”, 
particularly in China’s urban centres. On the one 
hand this new development of China's domestic 
national consumption increases grow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contributes to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trade. On the other hand it increases 
material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which are 
cause of further pressure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ecosystems. Moreover, in order to meet the 
growing domestic demand, China will increasingly 
rely on the resources imported from abroad, 
including grain, coal, oil and timb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 ion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China. For the promotion of cleaner 
production practices,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nd 
mechanisms for energy and resource savings 
are necessary. For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patterns, not only in China but even 
more so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dialogues 
and exchanges about lifestyles, happiness, fair 
shares and social values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1) Strongly enforce cleaner production and 
c i rcu la r  economy laws and regu la t ions , 
particularly at the local level. Introduce practical 
approaches based on life cycle thinking among 
resource intensiv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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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mprove and enforce standards of household 
appl iances and green products,  improve 
transparency and reliability of product label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promote the uptake of less 
environmentally harmful and energy efficient 
products

3) Policies need to focus o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goods and services. Life cycle assessments need 
to be adopted in product design. Furthermore, 
the end of life stage of products needs to receive 
stronger focus, particular new products such as 
compact fluorescent lamps which contain heavy 
metals.

4) More space for civil society initiatives to 
work directly with consumers for sustainable 

lifestyle and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choices is 
necessary. Also, civil society needs more space 
to act as watchdog on polluting industries and 
make this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consumers so 
that consumers can use their purchasing power 
effectively to influence corporate behaviour.

5) Promote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odels that 
enable sustainable lifestyle choices, for example 
through product-service systems. The bike 
sharing system of Hangzhou city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such a business model.

6) More funding for research on consumption 
behaviour and attitudes of Chinese consumers 
is necessary to design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for 
sustainable life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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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Health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The purpose 
of public health work is to ensure that every 
member of society can enjoy a healthy life.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gradually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public health and has made a number of health 
system reforms. Since SARS, the government 
has strengthen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ease 
control system, and has made progress in dealing 
with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AID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great threats and challenges that 
China faces in guaranteeing universal access to 
basic health services, reducing the civil burden of 
disease, and dealing with issues in food and drug 
safety, and health issues caused by pollution.

Ensure everybody can enjoy 
fundamental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services
In order for the more than 1.3 billion people in 
China to access basic medical care and heal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the latest 
round of medical health system reforms in April 
2009. Five major reform programs include: 
1)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ic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2) preliminary establish a national system for 

basic pharmaceuticals;
3) improve the community-level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ervice system; 
4) gradually work towards equalisation of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 and 
5) push forward with pilot projects for public 
hospital reform. These measures are aimed at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expense of seeing 
doctors brought on by over-marketisation of 
reforms. The new reforms promise to strengthen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in the provision 
of basic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both to 
consistently increase funding, and maintain social 
equality and justice. However so far, the principle 
issues involved in medical reform are sti l l 
unresolved. As the Minister of Health, Dr. Chen 
Zhu has said, “even as the issue of health reform 
enters deeper waters, w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our goals for health reform”.

Disease control and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are
In addition to linking three key services (health 
insurance, basic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care), with the goal of guaranteeing universal 
access  to  bas ic  hea l th  serv ices ,  pub l i c 
health work also include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diseases, including infectious 

2.3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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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s,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occupational diseases; elderly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etc.

In its response to endemic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s in particular provided 
opportunitie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ther diseases. 
However, along with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patterns of disease 
in China are changing at the same time. Chronic 
diseases have become the number one health 
threat in China, and have further increased the 
economic burden on the state. For example, 
chronic diseases occupy 68.6% of the total 
disease burden. This requires dedicated public 
health promotion characterised by prevention, 
and emphasising health promo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isease burden, 
and to promote successful health reform. 
However,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has not yet 
attracted adequate attention from government, 
citizens, or civil society.

New Public Health Issues and Crises
In China,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industrialisation, the endangerment 
to health caused by food and drug safety 
concerns, as well as b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has set off a range of serious 
social concerns. In a speech in 2012 declaring 
the government's stance, Premier Wen Jiabao 
stated that, “we absolutely will not sacrifice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for 
economic growth!” Although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are highly concerned about food 
and drug safety issues and problems with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many relevant laws 
and system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these crises 
have not yet diminished.

Diverse Voices – NGO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Health
Public health is a public affair. It is an area 
that citizens should be involved in. Within HIV/
AID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work carried 
out by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CSOs) plays 
a large role in covering areas such as health 
education, treatment, care, and policy advocacy. 



27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英文摘要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ue to integ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and guaranteed under the 
principles and mechanisms for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decision-making by Greater Involvement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GIPA) and 
Community Based Organisations (CBOs),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have 
begun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registering NGOs. 
Government purchasing services of CSOs and 
building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with CSOs 
are gradually being establish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1)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when making policy decisions.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requirements of vulnerable 
groups. Only then ar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like guaranteed a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rom which they can receive basic health 
services.

2) Avoid excessive investment in medical 
treatment at the cos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lower the heavy burden on medical treatment 
through diverse disease prevention measures.

3)  Promote changes in mechanisms and 
organisat ions.  This inc ludes pushing for 
coordination among the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at are involved in health; the 
formulation of a rational arrangement of health 
departments; and establishing and encouraging 
mechanisms for CSO participation.

4) Invest more funds in food safety,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health. Supervision of pollution 
and harmful businesses should be increased, 
providing security for healthy livelihoods.

In conclus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worth 
sacrificing the health of citizens. The goal of an 
effective health system is to help people benefit 
from development. Whether or not we can realise 
the enjoyment of health services for everyone 
does not depend on discussions of market 
mechanisms or free government programs, or on 
reform measures. Rather, it depends on whether 
or not the government puts the interests of citizens 
first and can put forward brave and concrete 
actions that can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structural reform from the highes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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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limate change presents a huge challen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China has been made significant 
efforts in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includ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nd developing 
a Chinese model for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China st i l l  fac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reducing poverty during 
the ongoing process of rapid urbanisation. 100 
million people remain living under the poverty 
line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pursu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lping to limit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However, 
achieving reductions in emissions will challenge 
the political will and foresight of China’s leaders. 
Meanwhile,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lso face challenges in terms of both 
responsibility and action.

China’s mod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balanc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so as to meet 
both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needs. To do this, 
it needs to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 Development should be fair and protect rights;
•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in line with both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as well 
as fairness;
• The government must continue to take a leading 
role as market mechanisms still need further 
improvement;
• Close coordination between local and national 
authoriti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objectives;

• Maximise private sector capacity for emissions 
reduction;
• Improvement of carbon emissions data and 
develop consciousness and exposure to carbo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 Address the significant carbon emissions 
embedded in Chinese exports;
• Transition to a low-carbon economic model 
needs further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upport;
• Public campaigns to promote low-carbon 
lifestyl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face serious 
challenges in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given 
that China became the highest emitting country in 
about 2006. The Government’s mission in its 12th 
5 Year Plan includes a focus on transitioning away 
from the current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save resources and balance growth with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needs. 

The in terp lay between centra l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 relation to prioritisation of GDP 
continues. China’s national GDP target for the 
current Five Year Plan is set at 7.5%. However, 
local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work hard to 
exceed this figure, increasing the likelihood that 
emissions targets will also be exceeded. The 
perception that performance is assessed against 
GDP growt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achieve a real shift in this regar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3.1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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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lans to keep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within 4.1 billion tons of standard coal equivalent 
(tce). However, according to provin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s, it is predicted that average 
consumption will raise to 4.35 bn tce, 0.25 bn 
tons higher than the objective issued by NDR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hina’s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ha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for development processes around 
the world. How to deliver an adequate domestic 
response, as well as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will be a 
key challeng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y 
advice is summarised below:

1)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take diff icult 
decisions, especially to address the timing of a 
peaking in China’s carbon emission.
According to analysis by Tsinghua University, 
as well as by other research institutes,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wi l l  peak around 2030. 
However according to NDRC’s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should peak 
before 2025 if the global target of 2 degrees 
warming is to be achieved. This conclusion 
means tha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should 
be around 49%-59%, higher than the existing 
official targets. (Jiang Kejun, 2011) Adressing the 
peaking issue early will help China to develop its 
strategic economic plan,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comparative lower cost.

2)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
Draft  c l imate change legislat ion is under 
preparation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in line with advice collected 
from experts and the public. This should proceed 
quickly.

3) Mid- and long-term emissions reduction plans 
for cities 
Ci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s need 
to set mid- and long-term carbon emissions 
objectives so as to promote local effort.

4) Reform taxation and financial incentives
A carbon tax would be effective in constraining 
coal 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an emissions charge system and 
resources tax as soon as possible.

5)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tively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China needs to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encourage progress in the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ition toward 
low–carbon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cooperate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nhance 
the funds and technology available to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acilitating progress in futur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China must transition its role from a focus 
purel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become an 
actor which will affect the global effort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China is currently in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and needs to reset its 
position on climate change both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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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Land resources are essential to human survival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ublic 
policy on land use and planning is of vital interest 
to society as a whole, and needs to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hile safeguarding social 
equity, and meeting the ne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 in land use and planning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Tremendous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its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flected in the 
sprawl of urban and industrial zones, farmland 
lost and landscape change, conservation areas 
growing steadily, and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 (ReBAM) programmes emerging. 

There have bee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s to the changes in Chinese land use and 
planning, both of which are worth considering. 
On the positive side, land use and planning have 
contributed to fast growth of urbanisation and 
industrialisation, meeting the need for urban 
people’s having leisure activities in ReBAM, 
increasing resources for the provision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improved rationalisation of land 
use and increased land value. On the negative 
side, problems such as loss of social equity, 

socioeconomic conflicts, loss of arable land and 
protected land, and damage of cultural heritage 
have emerged. It is urgent to change course in 
order to alleviate or avoid detrimental impacts on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hat have led to 
the current si tuat ion, inclu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hange in 
societal attitudes, and most importantly changes 
in land-use policy. Under current land-policy,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s are heavily dependent on 
land revenue (referred to as ‘land finance’). Land 
sales by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generated 3 
trillion Yuan ($439 billion) in 2010, up more than 
88% from a year earlier, and representing over 
74% per cent of all local government revenue (Liu, 
2011; Guan and Peng, 2011). In addition, local 
government obtained loans by land mortgage.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 (National Audit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at the end of 2010 the debts of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platforms were 10.7 trillion Yuan ($1.68 
trillion) with the loans guaranteed by the expected 
returns from land sales.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debts of local government are actually 
much higher than official statistics.

3.2 Land use and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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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ce of ’land finance’ is sacrificing 
the social profit of the future often to make 
shortsighted developments. Local governments 
are heavily dependent on land finance, so they 
often do not adequately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stakeholders and ultimately intensify conflicts 
between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re are a number of important issues and 
challenges that China’s authorities need to 
deal with. The first challenge is related to 
inconsistency and/or conflicts between land 
regulations and/or policies. The second challenge 
is how to balance the demand for land due to 
rapid economic growth with social equity. The 
third challenge is how to build a coordinated land-
use system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last important challenge is how to improve public 
participation.

China’s land-use issues relate to land system 
reform, economic development, l ivelihood 
d e v e l o p m e n t ,  e c o l o g i c a l  s e c u r i t y  a n d 
improvements of the legal system. Moreover, 
with deeper globalisation, and wide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land use issues that influence the 

stability of one-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lso relate to global affairs such as the foreign 
investment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building 
materials, and control of carbon emissions. As the 
fourth largest country by area, China must take 
responsibility of removing dependence on ’land 
finance’ and finding solutions to sustainable land-
us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1)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promote thorough 
reform of the current land requisition system, 
and establish authoritative land-use planning 
considering the varying objective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2)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collective development, establish mechanisms 
for rural land market access,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3) Improve the land compensation system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dividuals.

4) Provide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land-use and planning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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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 o m m u n i t y  f o r e s t r y  i s  a  n e w  t r e n d  i n 
contemporary forestry management,  and 
is attracting wide attention throughout the 
in ternat iona l  communi ty  as  a  mode l  fo r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This chapter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forestr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nd reviews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forestry 
practic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a range of stakeholders. 
Community forestry inherits much from traditional 
forestry, but goes beyond this to promote 
innovation of vision, management mechanisms, 
use of technology, and has become a substantive 
approach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forestry. We also provid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o community forestr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provide policy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chievements
Since 1992 and the initial Rio conference, 
China has placed a high priority on domestic 
forest protection. Since that time in line with the 
UN declarations, China has implemented six 

domestic forestry programs, including the ‘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Program’, the ‘Northern Region 
and Yangtze River Watershed Forest Protection 
Program, the ‘Grain to Green’ Program, an anti-
desertification program for the Beijing and Tianjin 
region’, a programme of wildlife protection and 
nature reserve establishment, and a regionally-
focused forest plantation program. China has 
also begun a program of tenure reform for 
collective forest land. These efforts have all been 
highly successful. The seventh National Forest 
Inventory, which concluded in November 2009, 
indicated that the total forest area of China is 195 
million ha, implying a national forest coverage 
rate of 20.36%, with the total volume of forest 
stock estimated at 13.72 billion m3. Plantation 
forest is estimated to cover 62 million ha. and 
contain forest stock of 1.96 billion m3. The total 
area and volume of forest in China measured in 
the latest survey represents increases of 46.2% 
and 35.4%, respectively, over the findings of the 
fourth National Forest Survey (1989-1993). 

Practice
China has one of the largest agricultural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more than 60% 

3.3 Forest protection: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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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orest land is owned at the local rural village 
level. As a result, 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plays a crucial role for forest management and 
ecosystem restoration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90s, China began to establish 
pilot community forestry projects within larger 
national forestry programmes. As key forest 
programmes have progressed, community 
forestry projects have moved from the initial 
pilot phase to an outreach phase during which 
they received foreign aid, and then developed 
further to be made part of larger domestic 
project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forestry gained recognition and 
became more widely implemented. At the same 
time, a standard patter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raining,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has evolved. The process helps 
communities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forestry practices, and also encourages farmers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forestry planning. A number 
of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have conducted 
both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research into 
integrating local patterns of forestry, community 
relations, and tenure ownership according to local 

situations. This has helped to localise community 
forestry and form a solid foundation for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forestry in China.

Experience in China has indicated that community 
forestry’s emphasis on people represents the 
chief difference between community forestry and 
traditional forestry.  Community forestry adopts 
both sustainable use of fores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mmunity as its goals, 
allowing communities to engage in forest-related 
activity while also allowing for improvement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t generates benefits from 
both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it enhances local participation, making 
villagers the masters of their forest industry; it adopts 
an integrated top-down and bottom-up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giving farmers the right to speak 
in the planning, ope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forest 
management; local expertise is respected and 
utilised; and a sense of empowerment in the local 
community is cultivated. Community forestry has 
helped change the emphasis of forestry from the 
straightforward production of timber to maintenance 
of the ecosystem, and helped it become a 
community, rather than government,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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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initial help from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artnerships,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forestry 
and management was implemented in several of 
the national-level forestry programmes mentioned 
above, as well as in other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design, vi l lage col lectiv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farmer field schools and other 
such methods, have produced innovations 
i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dministration, 
and technology used in community forestry. 
They have led people to re-evaluate traditional 
forestry, and have gradually won recognition 
for the participatory model, encouraging both 
cadres and villagers to develop their ideas and 
introduce them into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The participatory model has helped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adres beg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ssuing orders to serving communities, 
and helps build local capacity. This increases 
cooperation among stakeholders, and increases 
the confidence and cohesiveness of the local 
community. Community forestry speeds social 
reform and economic reform, and helps work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orestry 
sector. 

Challenges
Chin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its 

twenty years of experience with community 
forestry. Community forestry has developed, 
howeve r,  ma in l y  t h rough  p romo t i on  by 
international and NGOs; it is not yet common 
practice and still faces many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As a forestry management model 
which involves villagers in forestry produc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community forestry 
should play much more of a role in achieving 
China’s goals for increasing woodland cover, 
improving forest quality, and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carbon stored by forests. China’s 
forest resources are scarce and unevenly 
distributed, and there are still acut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rural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new wave of 
stakeholders entering rural communities such 
as urban capital, community forestry should 
focus on an economically sustainable model 
for forest management. In particular, collective 
tenure reform distributed property to households, 
result ing in smaller and more fragmented 
forestry management, establishing potential 
divisions between property owners, and bringing 
new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organisation of 
community forestr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ommunity forestry is a core component of 
sustainable forest development, on whic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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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of forest ecology, forest industry and 
forest ecological culture can be built. Community 
forestry can facilitate the ecological, economic, 
social, carbon-storage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the forest.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forestry should take the context of Chinese 
forestry in to account, and promote community 
forestry to become mainstream practi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we provid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Integrate community forestry into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e proper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standards into community forest resource 
planning and operational management.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forestry, develop 
and implement picture blueprint for productivit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better standards of 
living in rural areas
2) Provide incentives to engage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cultivate a sense of ownership 
of the fores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hould 
be reduced,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should be 
empowered – communities should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manage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3) Enhance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forestry.  A wel l -organised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model should be devised to create 
a channel fo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e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fairness, 
and the capacity to engage in scientific decision-
making. 
4) Improv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adoption of 
community forestry. Woodland and timber should 
be exchangeable, selective felling of wood should 
be promoted, forest rights should be transferrable, 
and insurance schemes and other complementary 
reforms should be established. Mechanisms 
for forest ecological service compensation and 
comprehensive forestry regulations should also 
be developed to guarantee that communities 
receive the benefits to which they are entitled.
5) Improve support for community forestry 
including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Faced 
with collective tenure reform that will allocate 
forests among individual households, households 
will f ind their potential output will actually 
decrease, and their ability to market goods will 
face serious and even insurmountable difficulties. 
New social service organisations should be 
created, and support should be extended to 
villagers who establish new cooperatives,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intermediary services in order 
to assist the organisation of forest resource 
administration. 
6) Emphasise community forestry promo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More people should recognise 
and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forestry so that its application can be exp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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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hina has consistentl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and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recent decades, especially 
through the initiation of the ’Northern China 
Shelter-belts Projects’ in 1978, the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Project’ in 1991, and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Control Project’ in 2001 (Wang, 2009).

While there have improvements at the local 
level in some areas,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still 
deteriorating, despite massive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re is 
as yet no effective control strategy formulated, 
and government dominates almost all activities 
to control desertification including finance and 
policy-making. Command and control is the major 
policy approach, and there is a lack of market-
based as well as voluntary and participatory 
instruments. (Shen, 2006)

Government tends to take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to controlling grassland desertification. 
For exampl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s previously 
proved extremely successful in agricultural 
regions, but has not worked well when extended 
to pastoral regions. Government also prefers 

to take direct control of policy execution and 
enforcement, such as grazing bans,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format, pasture enclosure 
and resettlement and so on. Longstanding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livestock and grasslands have broken down due 
to human interventions. Some of these policies 
not only result in failure to restore and protect the 
ecosystem, but also cause many problems where 
indigenous cultures are severely affected. These 
issues have led to serious reflection on the part of 
both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Wang, 2009) 

In the early 1990s, some individuals who 
believed that man could triumph over nature 
dedicated themselves and their entire families to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by afforestation through 
volunteerism and heroism, which provoked public 
attention and inspired more people to act. Later, 
scholars interested in grasslands, desertification 
and nomadic cultures began to discuss and 
debate the policies and actions described above. 
At the same time the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property rights over natural resources and civic 
actions gradually received increased attention 
(Li, 2009; Da Lintai, 2005). As a result of these 
developments, the importance of participation 
of  local  communit ies gained recognit ion, 

3.4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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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ised by the foundation of SEE comprising 
outstanding Chinese entrepreneurs taking on 
ecologic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believing 
that local communities have the ability to protect 
their environment if they have the knowledge 
and power to make decisions for themselves. 
By uni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civil society, 
they try to take a lead and guide the response 
to desertification collectively and effectively. 
Recently, practices tend to be more market-based 
as individuals and enterprises have made serious 
efforts to explore how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These attempts seek to achieve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through 
commercial models. 

This report  conducted an analysis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l lenges in f ight ing 
desertification, as well as appraisal of the 
efforts of civil society in response to grassland 
desertification in last twenty years. It is the view 
of this report that grassland desertification and 
land degradation is exacerbated by both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arid and semi-
arid areas. However the problems are complex 
and systematic, with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terweaving with each 
other. Due the complex and uncertain nature of 

the problem, awareness and responses have 
varied over time, with equally varying outcomes, 
impacts and achievement of sustainability. The 
experience of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a 
constant and ongoing process of learning, action, 
reflection and adjustme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ongoing urbanisation and 
industrialisation, this report recommends:
1) Transform the present government-dominated 
model to a more participatory and market-based 
approach, which can motivate and mobilise 
diverse actors and resources, especially securing 
the rights of actors who are work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establish an effectiv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2) Insist on efforts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being 
informed by science, respecting environmental 
limits, combining natural restoration and human 
interven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3) Promote creative use of the sand industry, 
focus on increasing income of local communities, 
and realis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oth 
economies and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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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Nature reserves in particular, serve multiple 
roles in modern societies, balancing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ctivities 
with the protection and resilience of natural 
ecosystems. Between 1992 and 2011, China’s 
GDP grew at an average rate of over 8% per 
ye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period it was 
clear tha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national program of reserve development 
would face a grim set of challenges. In order 
to implement its commitment to Agenda 2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1994 formulated 
its Agenda 21 White Paper, which included 
goals 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reserve 
development. The result has been that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China’s nature reserve 
development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The role that China’s nature reserves have 
p layed in  re leas ing pressure f rom rap 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biodiversity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s unarguable 
and hard to overestimate; the reserves have 
maintained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China, of 
the region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number and area of reserves in China 
increased several-fold during the period 1992-
2011. By the end of 2009, China had established 
2541 reserves (as opposed to 708 in 1991), 
covering a total land area of 147.7 million hm2 
(56.6 million hm2 in 1991) and accounting for 
15.39% of China’s total land area. The best 
current estimates are that protected areas of 
various designations in China today account for 
over 18% of the national land area. 

The administration of nature reserves has also 
been improved.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has establ ished a system for 
integrated management between ministries with 
jurisdiction over various reserves. The funds 
for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are sourced 
both from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have increas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s 
been enhanced; and stakeholders have been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dialogue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reserve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hav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serves in a number of 
cases. 

3.5 Nature 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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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rse, there remain numerous problems with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including poor definition 
of boundaries, unclear survey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inefficient management, and a lack of 
systems to evaluate and improve management. 

Stakeholder views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management authorities, 
academic inst i tut ions, NGOs, ecotourism 
operators and media, we have found both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 While conservation areas, have experienced 
tremendous growth both in numbers and area 
covered, more efforts should be invested on 
enhancing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ncreasing its 
financing for conservation areas, but the current 
level of investment is far from enough.
• In general, the management of conservation 
areas is unsatisfactory. National level natural 
reserves are better off, while the rest lag far 
behind.
•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such as WWF,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and The Nature 
Conservancy,  have been work 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ure reserves. 
However, there are very few Chinese NGOs 
involved in this area. Shan Shui Conservation 
Centre is an exception in this regard, however few 
other Chinese NGOs have a long-term strateg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reserves. 
• There is significant room for increased public 
involvement, especially from communities living 
adjacent to conservation areas, in conservation 
and reserve management.

Main issues of concern
• An unevenly distributed system of protected 
areas, with only 13% having clearly defined 
boundaries (Peking University and Shan Shui 
Conservation Centre, 2010);
• Economic development such as tourism, energy 
and mining projects as well as roads, are now 
putting unprecedented pressure on conservation 
areas;
• Due to concerns that natural reserves hinder 
local economie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much 
less enthusiasm in nominating areas (such 
nomination has led to the majority of existing 
nature reserves). Many local authorities also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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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owngrade nature reserves to make way for 
development projects.
• Lack of a mechanism for the public to be 
involved in conservation area development. The 
public does not have an accessible and well-
informed channel for participation.
• The publ ic has l i t t le knowledge of what 
conservation areas in China have achieved. 
There is also no evaluation system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ervation areas themselves.
• There is a huge gap in finance for nature 
reserves. Central government finance is available 
only to national-level reserves. Provincial/
municipal/prefecture/county-level finance is very 
limited or inaccessible. Laws and policies to 
enable channelling of public donations are only at 
the research stage.
• At the national level, a systemic and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design of conservation areas is 
lacking. Conservation areas need to be included 
into the government’s strategic think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is report provid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of reserves in China:
1) 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should draft a 
new system for conservation area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a survey of all existing 
protected areas.
2)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should be 
regulated, with emphasis placed on quality rather 
than quantity.
3) A plat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at allows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serves.
4) An incentive mechanism, such as preferential 
tax treat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ncourage 
participation by enterprises in nature reserve 
development and similar public services. 
5) A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ncourage 
local enterprises and NGOs to explore new 
models of reserve development with government 
sanction.
6)  Ecologica l  compensat ion ’ and s imi lar 
government subsidies should be researched and 
implemented to encourage both local communities 
and governments to be involved in ensuring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lans for 
restoring or improving ecological function.
7) Achievements in reserve development should 
be promoted and advertised to ensure there is 
broad understanding of, and support for, reserve 
development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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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hina has some of the richest biodiversity in 
the world, but due to habitat loss or degradation 
caused by the pressur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hunting and trade of wild animals 
and plants, as well as climate change, China’s 
biodiversity is seriously threatened. Signing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1992 was 
a symbolic act demonstrating tha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considered importan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that point,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NGOs have all participated actively in 
conservation of China's biological biodiversity. A 
series of related programmes were begun, and 
China’s conservation actions also attracted much 
international support.

Within the three levels of biodiversity (genetic, 
species and ecosystem), species diversi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ecause its presence can 
to a great extent ensure the existence of genetic 
diversity and ecosystem diversity. Therefore, 
species conservation is often viewed as the entry 
point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e giant panda, as the symbolic flagship speci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f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receives extra attention from both China 
and abroad.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panda to continue to survive, China has 
established thirteen nature reserves, allowing 
habitat destruction and poaching of pandas to 
be controlled successfully. The Giant Panda 
Breeding Centre was built in Wolong, Sichuan 
Province, and successful artificial breeding of 
giant pandas has been carried out there. These 
conservation measures have improved the 
situation for the pand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third giant panda population survey (1999-
2004), the number of wild giant pandas was 
1596, with 161 in captivity, representing slow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long-term 
research, scientific knowledge of the panda has 
also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other species, 
giant panda conservation receives much more 
capital and resources. However, the biggest 
problem plaguing panda protection remains a 
shortage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for habitat preservation. The project of artificial 
breeding of giant pandas has received relatively 
more support.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habitat 
protection means that nearly 50% of the giant 
panda population is not covered by existing 

3.6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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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reserves, and human activities are still 
dividing the panda habitat. Habitat fragmentation 
has become the primary factor threatening 
the panda’s survival, and has resulted in the 
segregation of the wild population. The crisis 
situation for the giant panda, therefore, has not 
disappeared. It is well accepted that the protection 
of whole ecosystems should be considered more 
valuable and important than the protection of a 
single species. However, overvaluing artificial 
breeding and neglecting habitat and ecosystem 
protection is a common tendency of conservation 
work in China, greatly impa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pecies conservation.

Lack of habitat protection for aquatic life in China 
presents a serious threat to survival of specie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and busy 
shipping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zhouba Dam, the Three Gorges and 
other large-scal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one unique rare aquatic mammal - the Yangtze 
River dolphin’s living environment is deteriorating, 
and the dolphin was declared to be in functional 
extinction in 2007.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lean energy 
to address China's power shortfal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also able to obtain economic 
benefits. However the impac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ams on ecosystems are often ignored, leading 
to efforts from Chinese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to reassess these developments. In 2003,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considered and adopted a report proposing 
hydropower development for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Nu River, attracting criticism and 
questioning from non-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s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2004, after careful study and scientific advice, 
Premier Wen Jiabao instructed that hydropower 
development on the Nu River be halted. The 
"Nujiang hydropower struggle" is often considered 
a milestone, and the first major victory for Chinese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power and influence behind 
major wate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voices in 
suppor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still very 
weak. If the value and functionality of ecosystems 
are fully understood and quantified, it may be 
possible to arrive at a reasonabl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n addition, the resources dedic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species other than the giant p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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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very limited, directly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nature reserves. 
While the Tibetan antelope receives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investment from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o actively protect the species, knowledge of the 
exact population size, behaviour, and other basic 
biological information is still extremely limited.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protected areas 
number less than 50 peopl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implement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Hoh Xil 
Nature Reserve, with an area of 45,000 km2.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are far from perfect.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s reflected in a number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but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d specific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regu la t ions  wh ich  p rov ide 
protection is lacking. There is fragment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th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a lack of leadership from the coordinating 
Agency for Na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Many protection policies lack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In the area 

surrounding Qinghai Lake, pasture tenure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fences constructed to 
delineate pasture, was done with the original 
intention to mobilise pastoralists to prevent 
overgrazing and protect grassland. However, the 
fences have become a threat to the survival of 
the rare Przewalski's gazelle,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fatally wounded while crossing the fences.

In 2011, an experiment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Three Rivers’ source 
area, aimed at providing mor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many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gun to implement 
eco log i ca l  compensa t i on .  C i v i l  soc ie t y 
organisations also began to mobilise and bring 
into play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local knowledge, to encourage local resi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work.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beliefs synergetic with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uch as resident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with a cultural aversion to killing 
of animals, have helped greatly in the protection 
of local biodiversity in the Kailash-Manasarovar 
region.

In short, the period 1992- 2011 has seen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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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achievement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ut the deterioration of biodiversity as a whole 
means that local improvements are overwhelmed 
by the larger trend. At this stage the assessmen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complic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pros and cons of many current 
policies still need time before they become clear.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s comprehensive 
work which requires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from all stakeholders. The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biodiversity within both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will help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practices at home and abroad show 
that successful conserv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civil participation, in particular that of local 
resident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effec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has worldwide significance, so further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in order to fulfil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part from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fforts,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1) To deal with fragment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s well as ill-inform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establish a high level 
decision-making body within the State Council 
with power to influence other departments.

2) New or emerging protection measures also 
need to be practiced on a larger scale, such as 
the ‘Three Rivers’ protection zon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nd culturally 
specific conservation practises.

3)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from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maximise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deal with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s. In 
addition to public education, China's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should be mo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practice of conservation and be empowered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b iodiversi ty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of local communities, and 
influence policy.

4) Until now, the study of biodiversity in China has 
been extremely limited. A long-term ecological 
monitoring system should be built to monitor 
ecosystems, collect basic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egarding biodiversity, and inform 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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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Water scarcity and water pollution are becoming 
more acute problems worldwide,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ince 1992, China has 
made encouraging progress in addressing these 
dual problems i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but enormous challenges remain.

Over the past 20 years, China has maintained an 
objectively respectable water consumption growth 
rate against GDP—1% annual average growth for 
water consumption against 10% annual average 
growth for GDP.

Much of the credit is due to continually improving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policies, with 2011 
bringing the strictest policies yet.

Unfortunately, even this rate of growth has proven 
unsustainable. China’s basic predicament is that 
it is a water scarce country: China is currently 
home to 21%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but only 
6% of its freshwater resources and 8% of its 
arable land. The country must decrease water 
consumption, not simply allow growth at a low 
rate: without this decrease, water scarcity will 
only grow in seriousness as an impediment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 making a challenging situation worse has 
been increasing water pollution, which decreases 
the quality of already scarce water resources. 

Current policy weaknesses

Looking back on the past twenty years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olicy development, 
implementat ion,  and enforcement ,  some 
weaknesse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adily reveal 
themselves.

• Som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and continue 
to overlook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Using much of their available water 
resources in the short-term means less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future. Their focus on short-term 
economic growth sacrifice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 Stakeholder input in the policy process is too 
disorganised. Water is a resource everyone 
needs, and so it is natural that many government 
agencies at many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involved in the policy process. However, lack of 
coordinated organisation of the enormous amount 
of input makes it is difficult to plan, implement, or 
enforce policy, especially for the long term.
• Lack of market-based policy instruments. 
Water prices,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asures, etc. are all instruments 
to improve water efficiency and pollution control. 
Although exploration of applying these policy 
instruments has occurred at different levels, 
policymakers face challenges of reforming current 
policy frameworks and management approaches 
so as to make these market-based instruments 
work effectively.
• Lack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cy 
process. The input of various government bodies 
is enormous, however input from the public is 

3.7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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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ly non-existent. Linked with this is a lack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s 
on the part of government to the public.
• Lack of a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framework 
for hydrologic engineering project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he lp  Ch ina address  the  weaknesses 
mentioned above, we provide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1) Establish powerful coordinating bodies with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at the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ance.
Instead of many disjointed government agencies 
unsure of how to coordinate with one another o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we propose the 
establishment of powerful coordinating bodies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watershed levels.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there should be one 
coordinating body that absorbs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other relevant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At 
the watershed level, the current coordinating 
bodies of the major river basins should absorb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basin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in all provinces within the basin.
2) Accelerate the application of market-based 
policy instruments.
The use of market-based policy instruments 
can diversify the policy mix, and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China, which has long depended 
on regulatory policy instruments. Reform in the 
areas of water prices,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and 
water pollutant discharge should be accelerated 

and a trading system established in the next five 
years. Further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demands 
for water consumption and pollutant discharge 
by different sector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ccordingly.
Also, a number of local governments are now 
explor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These should be made more market-oriented as 
this will decrease local government dependence 
on central government funding.
3) Develop a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framework 
for hydrologic engineering projects.
Many hydrologic engineering projects have come 
online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many more are in 
the pipeline. However, a number of these projects 
have negatively impacted the environment 
where they are situated. Therefore a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framework is needed to prevent 
future projects from having these negative 
impacts.
Hydrologic projects must take environmental 
f l o w s  a n d  r i v e r - l a k e  c o n n e c t i o n s  i n t o 
consideration to safeguard the natural self-cycling 
function of waterways. Further, such projects, 
especially hydropower projects, must reduce 
impacts on river ecosystem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avoid severe river droughts and other 
disturbances to the migratory and reproductive 
patterns of aquatic species.
4) Strengthe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water 
govern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ca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water resources governance. A public 
expressing its interests can lead to more rational 
policy. Government must create a pathway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cy process, as well 
as improve communications for a more informed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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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ir Pollution presents a serious threat to all three 
asp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fined 
in the Our Common Future report in 1987 
(Brundtland, 1987). However it has only been 
high on the political agenda since the late 1990s 
in China, and particularly since the preparation 
for Beijing Olympic Games. Within both the 
Rio and United N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processes, air 
pollution has not been as prominent as en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and only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co-benefits for the reduction of 
air pollutants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PCC, 2007). But there is growing realisation that 
air pollution, along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impacts, are severely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ir pollu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 range of 
adverse health outcomes, ranging from increased 
mortality to subclinical respiratory symptom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estimates that 
annually 5.3% of the deaths worldwide (or about 
3.1 million people) are attributable to air pollution 

(2% from outdoor air pollution and 3.3% from 
indoor) (WHO, 2009). 

The majority of people living in urban areas 
in developing Asian countries are exposed to 
unhealthy levels of air pollution. A CAI-Asia 
survey of ambient air quality levels reported 
for 2009 from 234 cities in developing Asian 
countries, shows that only 1% of these cities met 
the WHO PM10 guideline (20µg/m3) and 64% 
could not even meet the most lenient WHO air 
quality interim target 1 (70µg/m3). The analysis 
included 32 Chinese cities of which 81% could 
not meet WHO Interim Target 1. By comparison, 
of the 58 cities from developed Asian countries 
(Japan, Korea and Singapore), 5% comply with 
the WHO air quality guideline and 100% of the 
cities are within the WHO air quality interim target 
1. In China, depending on the size of the city, 
the level of pollution and the pollutants covered 
in analysis, air pollution translates to costs that 
can range from US$2.34 million (Civic Exchange, 
2008) annually to US$1.1 billion (Zhou, 2005).
As of 2010, about 666 million, or half (49.68%) of 
China’s 1.34 billion population live in urban areas 
(NBS, 2011). With the current rate of urbanisation, 

3.8 Addressing ai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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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is forecasted to 
reach 926 million in 2025, and 1 billion in 2030.

The analysis in this chapter uses the Bellagio 
Principles for the assess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refore will focus on the 
“learning” process, rather than determine “what’s 
wrong”; it will focus on how to engage multiple 
stakeholders to “rethink priorities, reset their 
goals, re-chart their course of ac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new insights” (IISD, 1997). The insights 
in this chapter relate to air quality management 
challenges in urban areas: how can air quality in 
cities/urban areas be improved so that they are 
more liveable?  

Overview of Air Quality Management in China
There has been limited study of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Air Quality Management (AQM) in 
China, except for brief summaries of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WB-MEP, 
2011). Integrated AQM practices in China can 
be found mainly before and during major events 
such as Asian Games in Guangzhou 2010, and 
the Shanghai World Expo in 2010, as well as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in 2008. Through 
these major events, public awareness about 
AQM increased and as a consequence, the 
demand for more AQ data and knowledge is also 
increasing. In the meantime, significant amoun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have gone to tackling 
air pollution challen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eployment of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s, 
cleaner energy and cleaner production, as well as 
public transport prioritisation. 

The trend of the Air Pollution Index (API) in 
the period 1999-2004 suggests a general 

improvement of air quality in Chinese cities (CAI-
Asia, 2007). From 2003 to 2009, the average 
PM10 concentration in 113 Chinese cit ies 
decreased from 126ug to 87ug (WB-MEP, 2011). 
However the general improvements of AQ are still 
far from close to providing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the public. More transparent, inclusive and 
practical actions are being pushed for by public 
voices, as evidenced in a number of cases: 
Suspension of a PX Project in Xiamen in 2007, 
establishment of a public air pollution map in 
2008, incineration plant disputes in Guangdong 
in 2009, and debates on PM2.5 data from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and PM10 data from 
the Beij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EPB). Public pressure, equipped with increased 
knowledge about air quality impacts on health and 
livelihoods and availability of advanced mobile 
monitoring devices, will improve transparency of 
AQM information and create more incentives for 
effective policy measures.

Fundamental Challenges
AQM in China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progress 
as evidenced by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which set 
a binding target for 10% SO2 reduction, together 
with energy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In 2010, State Council guidance on 
RAQM (2011) reflected an increased appreciation 
of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AQM- air shed based 
rather than being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based. The approach to AQM has shifted towards 
more science-based policy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general consensus for this approach. 
However three factors present challenges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is approach:
• Lack of a mechanism to develop shared rules 
and principles for regional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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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ck of coherence between environment 
planning and overall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sector planning; significant variation of AQM 
capacity among various parties within the same 
region. This factor has been often neglected 
because analysts tend to be attracted by top-
down and macro issues.
There are very few organisations which work 
at both the national level and local level. 
Therefore policy appraisals do not su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address the gaps betwee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For the same reason, policies are 
often formulated without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real problems at the local level. It is fortunate 
that the Clean Air Initiative for Asian Cities works 
at both the city level and national level and has 
gained substantive understanding for its city 
network in China about the key barrie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is  repor t  prov ides the fo l lowing e ight 
recommendations:
1) Establish partnerships, before th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among different cities and provinces 
within a region. Partnerships can form the 
basis for all parties to discuss and identify what 
mechanism(s), principles and rules are needed 
to promote RAQM. A step-by-step approach is 
needed for partnership building but transparency 
and data availability to all parties in this region 
is a requirement. An independent body may be 
needed to facilitate the dialogue and discussio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ss. 

2)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among EPBs.

3) Promoting a low-emissions urban development 
framework for cities as clean air and sustainable 

cities go hand-in-hand.

4) Adopt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AQM through 
a clean air action plan formulation process.  This 
process could be instrumental to strengthen the 
EPBs’ position of influence in setting clean air 
objectives, conducting systematic and consistent 
AQM assessment, and providing emissions 
monitoring report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city 
governments. This process allows the EPBs’ role 
to evolve from a marginalised government agency 
to that of an overarching advisory and inspector.
 
5) Proactively promot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QM through publishing comprehensive reports 
on city clean air management so that EPBs and 
the public are allied in advancing the clean air 
agenda. 

6) Establishment of an annual event such as 
national and regionalAir Quality Conferences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best practice sharing 
of city and regional AQM. 

7) Develop a capacity building system and 
formation of national technical advisory groups 
composed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experts 
on specific AQM topics to give concrete support 
for cities and regions. 

8) Establish and institutionalise a national system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capacity building 
on AQM, with considera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s co-benefits. This should make 
better use of other knowledge and capacity 
building mechanisms, such as city visits, city-
twinning and city networks, webinars, study tours 
and exchange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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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dramatic increase in 
quantity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lthough the quantity of MSW 
generated per capita (0.9kg/day) is lower tha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Giusti, 2009), the amount 
of collected and delivered MSW has grown from 
82.6 mn tons to 157.3 mn tons from 1992 to 
2009. The composition of MSW varies between 
regions, but generally is composed largely of 
organic waste, with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packaging materials, as well as dangerous 
waste which is  mixed into MSW causing 
disproportionate environment impacts. The waste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sector comprises a large 
number of informal waste collectors, medium-
small scale waste processing plants, and a few 
large enterprise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waste treatment sector 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waste manag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Cleaner Production Promotion Law (CPPL) 
and Circular Economy Promotion Law (CEPL) 
placed the principle of Reduce, Reuse, Recycle 
at the cor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gether 

with a requirement that waste disposal not 
impact negatively on the local environment, 
these form the principles which ostensibly guide 
waste management in China today. These 
principles are consistent both with Agenda 21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Integrate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SWM). ISWM involves five levels 
of management: prevention, reduction, reuse, 
recycling and recovery. ISWM is an important 
standard for successful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his report uses it to assess China’s 
progress.

The report f inds that despite progress in 
legislation, detailed regulations and specific 
standards sometimes duplicate themselves 
or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In add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regulating upstream 
waste reduction and segregation is very weak. 
While the recycling sector is govern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it has not been integrated 
i n to  an  ove ra rch ing  MSW management 
framework. In addit ion specif ic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at are being introduced may lead to 
the marginalisation of individual waste collectors 
and the small-scale recycling industry. On the 

3.9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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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hand, a series of policies encouraging 
private investment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through 
BOT (Build - Operate - Transfer) have aimed 
to accelerate construction of waste treatment 
facilities.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waste treatment 
sector started almost from scratch, and capacity 
has increased rapidly, especially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MSW that achieved 
the standard of ‘harmless’ 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reached 71% in 2009 (MSW Treatment Committe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China, 2011). Landfill remains China’s dominant 
MSW treatment method, but the rate of increase 
has slowed in recent years. Incineration accounted 
only for 1.3% of total collected and delivered MSW 
in 2001, rising to 12.9% in 2009 (ibid.). Waste 
incineration is now recognised as an emerging 
industry and is attracting significant investment. 
There are more than 10,000 plastic regenerating 
enterprises (Hou, 2006), and large waste plastic 
trading markets and process centres are located 
mostly in middle and eastern China. The estimated 
amount of waste plastic reached 9.6 mn tons in 
2005, and 6 mn tons of that was recycled.

Stakeholders’ interviewed included officials, 
scholars, civil society and NGO representatives, 
and waste sector practitioners. Despite wide 
agreement on achievements in legis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divergences exist 
on many issues. A researcher from the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criticised the framework of the legislation. 
There is no clear leading law and specific 
regulations underneath it targeting key issues. 
The two promotion laws (CPPL and CEPL) are 
not compulsory in practice. Rules and policies 
regulating the reuse and recycling sector are 
separated from the waste legislation system. Lack 
of a clear timetable for action is another important 
flaw according to NGO interviewees. Unclear 
goals and vague enforcement measures make 
some regulations more likely to be aspirational 
rather than practical measures.

In terms of incineration, the focus of dispute has 
shifted from pollution emitted by incinerators 
and its health impacts to other issues, including 
whether plants are constructed and operated 
to standard, whether the BOT process is fair 
and transparent, and how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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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Fundamentally, 
government is placing more emphasis and 
allocating resources to downstream treatment 
rather than upstream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Moreover, the major worry of anti-incineration 
groups and NGOs is that fast increasing capacity 
of incinerators will outpace the quantity of suitable 
waste generated for incinerating. It is possible 
that incinerators will compete with the recycling 
sector for combustible waste materials thereby 
discouraging government, beholden to the BOT 
process, to promote reduction measures.

Although recycling has been reckoned by UNEP 
(2011)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ctors in 
employment gener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most small scale waste collectors and enterprises 
struggle with poor equipment, hard working 
conditions as well as pressure from suppliers, 
clients and the government.

Smal l  and medium scale companies are 
currently exploring innovative models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community and municipal 
public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one senior 
practitioner in Beijing, there is cooperation with 
communities to segregate and collect waste 
and deliver it respectively to public landfill, food-

waste treatment facilities, as well as recycling 
and regeneration plants which achieve high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n addition, there have 
been notable private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Green 
House’ concept, which is designed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sorting and collection systems in 
urban Chinese communitie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has 
progressed. Civil society is represented by a 
number of citizen pioneers and NGOs are also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Anti-
incineration protests in past years have received 
wide public attention and slowed the construction 
of incinerators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these exchanges between the publ ic and 
government follow no clear rules, and provide 
no legal legitimacy (Tang, 2011). The outcome 
for each case depends highly on the strategy 
and influence of the public. How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and inclusive communication channel 
for problem-solv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encouraging to see that campaigns have gone 
beyond NIMBYism. Anti-incineration campaigners 
have become citizen experts, policy researchers, 
and sometimes government advisers on wast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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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ummary, according to the five levels of ISWM, 
China has not yet moved from waste treatment to 
waste manag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end 
to be a combination of public opinions balanced 
by the power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Weak 
implementation compromises the need to deal 
with vast and growing volumes of MSW.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onscious of feasibility and the principles of 
ISWM, this report make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1)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evel and pattern of 
China’s consumption, monitor the whole process 
of waste generation, collection, delivering and 
treatment, and make practical national and 
regional MSW reduction plans.

2) Carry out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 pilot projects in high polluting industries 
and prepare for future scal ing up. Guide 
consumers’ consumption behaviour and expand 
the market for products with less packaging to 
encourage industry to change practices.

3) Integrate existing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models with initiatives such as ‘Green House’, 

and establish a thorough and effective MSW 
separation,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4) A participatory formalisation process should 
take place for the small-scale recycling industry. 
This process should be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and broadly involve the voice of the recycling 
sector.

5) Provide support for enterprise accreditation, 
land use plans,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and financial and tax policy to the small-scale 
recycling industry, as well as technical support 
and training on avoiding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risks in processing.

6) Promote composting and other advanced 
technology targeting kitchen waste. Improve 
segregated MSW facilities to encourage upstream 
segregation.

7) Disclose information on MSW volumes, 
composition and planned handling facilities, and 
strengthen public supervision. Ensure the public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in choosing waste 
treatment methods and in their consumption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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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Energy systems are crucial to modern society 
and economies. Without low-carbon, high 
efficiency and clean energy system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 l l  be beyond reach. Many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have been renewing 
their energy systems from being dependent 
on fossil fuels to eventually be dominated by 
renewable resources. This chapter will examine 
China achievements since 1992, what barriers 
have yet to be removed, and what policies can 
provide solutions for the future. Stakeholders 
including a leading government research centre, 
an energy policy found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ampaigners have been interviewed. The chapter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e complexity of the 
current debate on energy issue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1992-
2011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ergy sector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owering the economic 
boom in the period 1992-2011. China became the 
largest primary energy producer and consumer 
in 2009 and tot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s only 
behind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EA, 2011).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is dominated by coal 
and oil. Renewables accounted for about 9% of 
total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by 2009 (People 
Daily, 2010). Since 2005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s. In 
2010, power generation from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was 764.54 billion KWh, approximately 
18.2% of total generation (EIA, 2011). In addition, 
the energy system has been successful in 
providing an affordable energy service for most 
Chinese residents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potential 
to cut expenditure on energy.  

Despite being the largest energy consumer, 
China is a long away from being a smart energy 
user. Firstly, the dominance of coal in China’s 
energy industry, presents crucial challeng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increasing 
carbon emissions and serious local environmental 
po l lu t ion to  the a i r,  water  and so i l .  Th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is increasing as China's energy-related 
carbon emission became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in 2007. Domestically, the growing use of coal 
use may bring huge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costs. This trend is not expected to decline in the 

3.10 Energy reform:remov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achieve an energy system of 
low carbon, high efficiency and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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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 future based on current energy consumption 
models. A study (Mao et al., 2008) demonstrates 
tha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s 
of coal use in China costs up to RMB1.7 trillion, 
approximately 7.1% of GDP in 2006. Apart from 
the problems of coal addiction,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plans for hydropower and nuclear in 
the decade to come also raise concerns for local 
livelihood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Secondly, China’s energy industry is still relatively 
inefficient compared with the world average. 
With regard to energy intensity of the economy 
(average energy input per unit of economic 
output), China is far behind the global average 
(IEA, 2011). This situ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ree factors: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sation; the 
high proportion of heavy industries in China’s 
economic mix;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Thirdly, Chinese energy companies 
have not promote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 
example, Chinese wind turbine manufacturers 
entered the market by licensing in 2003-2006 and 
have not held cutting-edg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despite dominating domestic market share since 
2009. Fourthly, the power grid is monopolised by 
two giant corporations that have little interest in 

the reform needed to facilitate renewable energy 
and distributed energy systems. Without reform, 
the next generation smart grid system which 
maximises use of renewables will not be possible. 
Fifthly,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for energy 
policy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other government ministries. Individual energy 
consumer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private companies have no access to energy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is is an institutional 
obstacle for a smart and effective energy planning 
in the long term. 

Remove barriers 
To achieve a clean, low-carbon and high-
efficiency energy system in the decades to come, 
Chinese policymakers must address the following 
challenge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ergy policy 
making, energy efficiency,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ower grid reform. 

A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should be provided 
to facilitate effect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ergy policy.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build a scheme which is transpar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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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and what action officials take in response 
to suggestions and input from the public and 
civil society groups. For instance, the public 
debate on the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price ladder 
has been not sufficient. The government can 
do more to improve the public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On the other hand, NGOs should continue 
advocating democratic, transparent and science-
based energy decision making. 

Energy eff ic iency can help achieve more 
effici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mportant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IEA, 
2006).  China’s energy intensity is still higher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IEA, 2011).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China’s government needs an 
appropriate mechanism to set energy pricing fairly 
and efficiently. In addition, higher investment in 
energy efficiency should be spent 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xperience exchange and capacity 
building, which only accounted for 5% of total 
energy efficiency investment in 2006-2010 (ERI 
and CERS, 2011). In the 12th Five-Year-Plan 
(2011-2015), the share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from 5% to 15.4%. This change in investment 
is expected to improve energy eff ic iency 
significantly. NGOs can play a role in support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2004-2005, a network of 
environmental NGOs advocated controlling the 
indoor temperature to no lower than 26°C with air 

conditioning in order to limit overloading of the grid 
during summer. The campaign inspired the birth of 
the Summer Air Conditioning Provision in 2005. 

Restructuring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may help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renewable 
energy. Although China is the largest market 
for wind power and solar water heating, China 
still lags behind America, Denmark, Germany 
and Japan in cutting-edge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China’s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since 2009, 
focuses on the volume of projects, rather 
tha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ccording to a study (UNEP and BNEF, 
2011), China spent US$0.13 billion in R&D for 
renewable technology in 2010, while America and 
Europe invested US$1.5 billion and US$2 billion, 
respectively. 

Power grid reform, aimed at an effective, 
responsiv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grid 
system, should be kicked off as soon as possible.  
Reform can pave the way for realisation of an 
end-user based smart grid, higher penet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wide application of distributed 
energy systems and deeper harnessing of energy 
efficiency. Each year, hundreds of billions worth 
of investment goes to the building of huge power 
stations and extra-high voltage grid projects.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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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little money has been used on demand-
side responses, medium and small distributed 
energy systems, and innovative decentralised 
energy services. Since 2011, grid integration of 
wind power has become a big problem in the 
renewable energy sector. Although at many of 
China’s colossal wind farms, wind turbines fai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grid integration under 
some conditions due to technology weaknesses, 
the unwillingness of grid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echnology and capacity for integrating with wind 
power and other renewables also plays a big part 
in the problem. Therefore, breaking the vested 
interests of grid giants and carrying out grid 
reform based on the long term national interes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must transform its energy system from being 
dominated by fossil fuels to being based on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During this process, 
China needs to address international energy 
issues such as security of energy resources 
trading, the impact of Chinese energy investment 
on local societies and ecology, international 
low-carbon technology transfer. As the largest 
energy consumer in the world, China must take 
on responsi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 

global energy system. Although China has limited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energy industry, it can certainly provide success 
in the long term if it acts as a responsible play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achieve an energy system which suppor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must remov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is report provides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1) Provide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energy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must be transparent, 
fair and effective.
2) Harness the full potential of energy efficiency 
by offering sufficient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energy pricing.
3) Internalise the external costs of energy 
resources into energy pricing to make renewable 
energy economically competitive.
4) Stimulate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setting up an effective financial 
support mechanism.
5) Carry out power grid reform to achieve an 
open, interactive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grid system, which would make possible better 
development of an end-user based smart grid, 
higher penet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wide 
application of distributed energy systems and 
deeper harnessing of energ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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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iscal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 to achieve its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and pursue its transformation 
to a low-carbon green economy. This chapter 
reviews the fiscal and financial policies that 
China has utilised in promoting green, low-
carbon deve lopment  dur ing  the  past  20 
years, and finds that there has been great 
progress in environment-related taxes and 
subsidies, pollution charges, gree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ublic investmen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ources and energy pric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also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providing fu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industries and 
effective incentive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dditionally, since 2007, the government has 
unveiled a series of landmark green finance 
policies to optimis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cluding "Green Credit Policy” promoting banks’ 
green lending, "green securities" regulating the 
environmental audits in financing and refinancing, 
as well as "green insurance" regulating the 
insurance busines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arbon markets and pilot projects at the regional 
leve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 

finance and low-carbon technologies. These 
recently adop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 have 
promoted energy 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industries, and 
guided the pattern of investment towards these 
areas. 

Challenges raised by diverse voices
In addition to these positive steps, challenges 
exist as reported by a range of incorporating 
the viewpoints of a range of stakeholders. In 
response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China 
launched a 4 trillion RMB fiscal stimulus plan. 
By giving priority to investment, the plan has 
effectively leveraged more capital into low-carbon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 which will result in long-
term energy-saving,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missions reduction efforts, and promot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However, it can also be 
seen that much of the investment has poured into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heavy industry, 
such as steel and cement. Thes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continue to produce significant carbon 
emissions, which is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the 
stimulus plan’s initial aim of restructuring for a 
greener economy. This abundant capital may 
result in short-sighted expansion, redundant 
construction, approvals in violation of regulations, 

4.1 Fiscal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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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allowing building prior to approval, 
which could produce a new round of bad 
bank loans. With the support of favourable 
policies and fiscal subsidies,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ies such as wind power and polysilicon 
are developing rapidly, even overheating, which 
also poses a series of problems. Taking the 
photovoltaic industry as an example, about 90% 
of photovoltaic products produced are for export. 
The subsidies stimulate market expansion, which 
has created overcapacity in the photovoltaic 
industry, but meanwhile there is a lack of external 
demand du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Different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whose subsidies are 
mostly paid at the consumption end in order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the subsidies 
for new energy in China cover the entire industrial 
chain. In addition, supervision over the use of 
subsidies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of fiscal 
input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access to financing, the gree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on the low-carbon industrial chain are 
facing problems. In particular they lack effective 
channels to obtain loans from banks, financing 
from venture capital, as well as private equity.

Chinese banks are increasingly expected to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in implementing 

the Green Credit Policy. For example, bank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lated to their green 
lending performance is still voluntary, and tends 
to be unclear. This is partially because the criteria 
of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al standards 
are not unified and are still debated,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undefined nature of high energy-
consuming and high polluting industries.

There is also controversy about whether 
industries such as nuclear power can be classified 
as "green" industry. Along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green finance policy, Chinese NGOs 
have tried to use financial leverage to intervene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o play the role of 
a truly independent observer. However, when 
overseeing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ompanies listed on 
stock exchanges, local NGOs, as a third-party, 
encounter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of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ity,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often lacking. 

Finally, this chapter analyses the status quo and 
shortcomings of China's carbon markets and 
carbon finance, and claim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s on the local community brought 
by Chinese outward investment projects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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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ed and examined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a number of suggestions:

1) Establishing pricing mechanisms that reflect 
resource scarcities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removing unreasonable energy subsidies, and 
accelerating the progress of a carbon tax.
2) The transparency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should be enhanced and the timely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should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provide for open and transparent public 
finance.
3)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regulatory 
and enforcement system of green credit, and 
formulate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industry, such as loss-sharing mechanisms for the 
financing of energy efficiency projects, subsidies 
on interest payments as well as tax exemption 

and reduction. It also needs to actively broaden 
the SMEs’ direct financing channels in low-carbon 
industries and let multi-level capital markets 
play the financing role, especially stock market 
financing, venture capital and so on. 
4) The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enhance the 
disclosure of green credit information, accept 
the particip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public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and gradually 
introduce the carbon intensity index of credit.
5) With its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China should fully take on its responsibility as a 
‘global citizen’ during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its 
ow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s must increase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 as well as 
local communities, and adopt bes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reduce their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across the world, and to 
help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businesses and civil society at the 
glob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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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echnology transfer is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addressed by the Rio Declaration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frameworks. The debate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rather than the effort require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chapter studies 
some cases of environment friendly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China since 
the 1992 Rio summit and assess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s in it (including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role in it. It is written based 
on desk reviews of existing reports and interviews 
with practitioners.

Three case-studies have informed this chapter:
• The case of Sino-Japan Green Aid is a 
governmental driven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 
in the early 90s. It succeeded in demonstrating 
advanced pollution reduction technologies to 
industry in China. However, the aim of selling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to China was not 
successful due to big gaps in finance,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need for reducing pollution.

•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demonstrat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limi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funding mechanisms. Theoretically 

selling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permit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is a fair way of address the 
positive externality of advanced carbon reduction 
technologies. However, due to the design of the 
trading scheme, it failed to generate long term 
incentives for tech innovation or transfer because: 
the funding is too limited (the carbon price is too 
low), and the scale is too small (project based); 
it is hard to pass the price signal on to the 
technology market. 

• The case of transfer of ultra-super critical 
coa l  f i red  power  genera t ion  techno logy 
provides insight in to the well-known Markets 
for Technology model in a large government-
monopolised market. Given the huge size of 
the electricity market and industry being well 
prepared (both financi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the technology has been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he equity issue was also analysed in this case.

The three cases have to be analysed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which includes:
• China's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has created market need fo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ies. Laws, regulations, and 
public awareness have mad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priority in the budgets of companies 

4.2 Environment friendly 
technology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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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overnments. Meanwhile the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monetary incentives, as well as lack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re still major road blocks to 
developing markets for green technology.
•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enormous 
market scale have made China so attractive for 
foreign companies that some might be willing to 
enter early to compete for market share and risk 
technology being stolen.
• China is developing its technology market by 
introducing pat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system is still far from complete, but it is being 
improved. Chinese companies have learned to 
use patents to protect their technology in the 
domestic and global markets.
• The government’s ambition and programmes for 
tech development including domestic innovation 
and tech absorption have been effective in 
closing the technological gap between China and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Rapid industrialisation 
has enabled Chinese companies to innovate, 
adopt and integrate foreign technology more 
efficiently. However, China’s domestic innovation 
policies have been criticised for encouraging IPR 
violations.
• Strong competi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scale are suggested to have reduced the cost of 
technology.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y transfer 
into China is a phenomenon driven by many 
changes. The need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comes from growing social needs as well as 
national actions to create a liveable environment; 
increased purchasing power is a result of 
economic growth caused by economic reforms; 
domestic technological capacity to adopt foreign 
technology is assisted by long term national 
support for domestic innovation. The progress 
of environmental ly f r iendly technology is 
determin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hree 
factors.

•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both through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market exchange, strong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in the market means 
that most of the beneficiaries are likely to b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r large companies 
that have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government. 
Domestic innovation incentives are also more 
preferable to these companies. This may create 
social injustice, distor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eventually harm domestic creativity as industries 
become more dependent  on  techno logy 
importing.

• Bilateral 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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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ve neither delivered 
suff ic ient  funding nor  prov ided effect ive 
mechanisms to create significant incentives for 
transferring environmental friendly technologies. 
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is good at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which can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tech transfer. However it has never 
provided sufficient funding to reduce the cos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China.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above, this report suggests 
both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to 
prevent disputes i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operate to make 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The report mak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To reduce the cost of environment friendly 
technologi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eds commitment from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uild trust and set 
a road map towards a just, transparent and 
competitive market for technology as soon as 
possible.  Ambitious global and regional goal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nancing and 
removal of trade barriers (of environment friendly 
technologies) need to be included.

2) International frameworks for sustainable 
deve lopmen t  shou ld  p rov i de  su f f i c i en t 
funding to maximise the positive externality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ies. Developed 
countries need to honour their commitment on 
finance at the Rio 92 summit. The funding should 
be spent on platforms that bridge the information 
gaps between the demand side and the supply 
side. The major portion of the funding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more flexible mechanisms such 
as sectoral approaches to create comparable 
expectation of retur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ies.

3) Based on development goals and domestic 
contexts,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choose 
the most cost-effective way of protecting their 
environment. Whether they decide to develop 
their own innovation capacity or to import foreign 
technology,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a good legal 
system that protects innovators' IPR is needed.

4)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take more 
ambitio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such as more progressive policy, stronger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to create domestic demand for better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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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rinciple 10 of the Rio Declaration is the 
‘Access Principle’ which states that access to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public decision-
making and to justice are three key element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e conditions for social governance 
w h e r e  a l l  t h r e e  a s p e c t s  a r e  r e a l i s e d , 
enlightenment and empowerment of individual 
citizens,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good 
governance are necessary.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ince 1992 
During the last few decades China has been 
experiencing the most rad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ts history. Environmental 
c i v i l  soc ie ty,  i nc lud ing  bo th  g rass roo ts 
environmental NGOs and semi-independent 
groups (such as Government-Organised NGOs), 
is in the process of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In the 1990s,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 groups 
(such as Liaoning Association of Saunders's 
Gull Protection and Friends of Nature) were 
set up by activists and intellectuals,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 campaigns were launched (such 
as protection for the Tibetan Antelope and Yunnan 
Snub-nosed Monkey). 

Af ter  around ten years of  envi ronmental 
awareness raising and educational advocacy, 
expectations for the role that civi l society 
groups should play have risen. More recently, 
legal professionals have been working to help 
pollution victims (CLAPV), consultants have used 
media and market-oriented campaigns against 
polluting enterprises (IPE), and entrepreneurs 
with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E) have 
formed new civil society groups. This professional 
activism has supported the deepening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oi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China’s joining the 
WTO raised international expectations of China 
moving towards more reliable administ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ules.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citizens have learned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ance 
transparent administration, especially during major 
public incidents such as the SARS crisis. 

In 2004, the government issued the Program 
for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n this 
new program,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ublic involvement in decision-making were 
highlighted, leading to specific rule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n 

4.3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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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and transparency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Theoretically, the government has incorporated 
access principles into policy. However, there 
has been widespread lack of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rules. For example, 
among all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being inspected, more than 40% were found 
to be problematic either for quality control or 
management (MEP, 2010). 

At the same time, the judicial recourse for 
environmental harm has not seen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real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many environmental lawyers and 
activists, making a case that will be accepted by 
the courts is a major obstacle that stops judicial 
remedies from being effective. The priority 
concern of courts relates mostly to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ty. 

Still, there have been a few bright spots that 
have occurred within pi lot  environmental 
courts, wher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reform is 
being experimented with. In this new system, 
environmental groups with no direct interest shown 

in the case have been granted the right to bring 
litigation against those who broke environmental 
laws and jeopardised the public interest.

Many  exper ts  sugges t  tha t  government 
dominance i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s government holds significant power 
and resources, and maintains a monopoly role 
in many areas, it leaves very limited space for 
civil society to emerge. Also, with no effective 
supervision from civi l  society, many legal 
frameworks in China have failed to produce 
results in contrast with other countries.

Setting up NGOs in China is difficult due to 
finding appropriate government endorsement 
and fundraising. Oversight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is often inadequate, and grassroots 
civic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tend to occur in the 
absence of NGOs. Through the empowerment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itizens can now follow 
opinion leaders and engage in public discussion, 
having a notable impact on how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re formed and decisions are made.

In 2007, thousands of people self-organised 
via internet and mobi le phone messages 
to demonstrate in the streets of Xiamen, 



66 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英文摘要

campaigning for the abandoning of a controversial 
plan for building a huge PX chemical plant. It 
may be the first time that such bottom-up appeal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rather than NGOs or 
individual elites) received nation-wide attention 
since the 1990s.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was 
that the mainstream media portrayed those who 
stood up as active and concerned citizens rather 
than a small group of ignorant people. In the end, 
this project was forced to change its location and 
was moved out of Xiamen. 

F o l l o w i n g  s u c h  e x a m p l e s ,  l a r g e - s c a l e 
environmental issues with many stakeholders 
occasional ly led to grassroots ci t izen-led 
campaigns, powerful enough to affect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Examples include Firmiana 
protection in Nanjing, an anti-PX campaign in 
Dalian and the PM2.5 campaign in Chinese cities.

These new civic movement have used the 
tools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vailable 
to them, especially Weibo micro-blogging, 
providing a platform to gather public opinion 
and organise actions that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China had lacked. Through these events, opinion 
leaders emerged such as prominent writers, 
TV commentators or entrepreneurs of major 
corporations. While not environmental scientists 
or professionals in the relevant issue, their calls 
gain the atten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Still, experts in civil society groups do not consider 
the internet as the sole weapon that can solve 
al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y generating public 
attention. Real negotiation still needs to happen, 
that and cyber-activism may not always be enough. 
Some have suggested that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has been missing in some campaigns 
which is necessary to convert single success stories 
into a policy change. Feng Yongfeng, a prominent 
journalist who i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reen 
Beagle, states that lacking in-depth investigation 
carried out by civil society groups or volunteers, 
lacking the public appeal or litigation brought by 
NGOs, micro-blogging may only result in ‘cause 
fatigue’ in the public. Therefore, the emergence of 
a civic environmental movement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environmental civil society groups, but 
means that there are new roles that civil society 
needs to perform. 

Until now, although new policies have been 
passed, the majority of government agencies in 
China still lack the willingness to open their key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nd involve the general 
public in decision making. Civil society groups 
also lack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effectiveness 
and are often not representative enough to 
balance and monitor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New technology has brought civic 
movements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exposure, 
yet these one-off and case-by-case campaigns 
are not enough to reverse overall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 is  era  o f  g loba l isa t ion ,  poor  pub l ic 
participation results in higher ecological costs as 
damaging industries move into China. In 2011 
Chinese environmental groups revealed that 
Apple used environmentally polluting suppliers 
in China that pollute rivers and poison residents 
(Xie Xiaoping, 2011).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under pressure to achieve economic progress 
often compromise on supervision of overseas 
investment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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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lack of a strong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involvement, China, notwithstanding its hug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created artificially 
low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government decisions are 
transparent, affected populations have influence 
over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decision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can balance the lack of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this report provides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1) Lower the required standards for NGOs to 
be officially registered in China. Allow NGOs to 
raise funds in various ways and create a more 
accommodating political atmosphere for civil 
society to grow. 
2)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ion 
on transparency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nd enlarge the scope of information required to 
be open to the public. Provide basic information 
to allow the public and NGOs to monitor and 
influenc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3) Pass legislation o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emphasise the role of judicial environmental 
dispute resolution so that cases can be accepted 
by courts, and NGOs and active citizens can have 
judicial support to stop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4) Improve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mov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institutions involved in report prepa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entity. Emphasise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during the EIA process 
by making the time for consultation longer and 
providing access to relevant information.
5) Deregulation of internet content control, enable 
civil society to naturally evolve, forming public 
opinion and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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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wo decades after the 1992 Rio Conferenc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and become the fundamental 
guiding principle of Chinese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ogrammes, most explicitly in the recently 
launched “Twelf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1). 

The  1995  Un i ted  Na t ions  Four th  Wor ld 
Conference on Women and NGO Forum held in 
Beijing, echoed and reaffirmed the Rio Principle 
20, “Women have a vital rol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Their ful l 
participation is therefore essential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seventeen years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several “National Programmes 
on Women and Development”(1995-2000; 2001-
2010), in which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was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six priority areas 
of development (National Programmes on 
Women and Development 2001-2010). Th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was made 
a fundamental policy in the amended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2005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mmitment to 
gender equality. 

Despite the progress mad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society and gender, there is striking unevenness 
in term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itments 
made in Agenda 21, which set the three integral 
pilla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two decade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gender gaps have been 
widening, along with rural-urban disparities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ree surveys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conducted in 1990, 2000 and 2010, the income 
gap between men and women has increased 
both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despite the high 
percentage of women engaging in paid work 
(about 70%, much higher than the world average 
53%). In Guangdong Province, which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country in per capita income and 
per capita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DP), female 
annual income is only 60% of males.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still low, with only 21%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only 4-10% 
of villagers’ committee members being women. 

How to  bu i ld  sus ta inab le  and equ i tab le 

4.4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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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with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as an integral component, has 
been always challenging. This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nd other 
sectors to work together.

At the policy level 
In gene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are both proclaimed as basic national 
policy. But the latter of these is rarely emphasised 
to the public, even by high-level decision makers 
responsible for enforcing and implementing 
this policy. A few notable institutions that are 
exceptions are the All 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nd National Committee on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omen’s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Survey on Gender Awareness among 
Policy Makers, 2004) This lack of gender 
awareness, to some extent, is a result of the 
weaknes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isting laws 
and policies that advance women’s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For example, although women’s 
land rights are enshrined in the “Law on Land 
Contract in Rural Areas” (2007), there are many 
cases each year that women are deprived of their 
entitlements to land by their communities (mostly 
dominated by male leaders) due to their mobility 
and marriage. 

At the programme leve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omen, gende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for many years remain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The 
former is concerned with mobilising women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come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objectives of these actions are often to targe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the realis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rights as the core issue. The latter 
requires understanding and considera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gender divisions of labour, 
and their different effects on women and men, 
as well as the caus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deep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he 
realis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right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results. 
There are campaigns like “Women’s Forests” 
that engaged millions of women to plant trees to 
prevent the desertification in north and northwest 
China (Chinese Women’s Research Society, 
Chinese NGO Report on 10 Years Review of 
Implementation of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2004). However, we also need to know how 
women benefited from this campaign in terms of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social services.

Women’s rol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one of human resources. 
Thus, development programs should not ignore 
the disadvantaged position of women,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should devote attention to 
women’s empowerment by applying gender 
mainstreaming strategies and gender-sensitive 
policies, so that both men and women can 
equally benefit from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Civ i l  society part ic ipat ion – Civ i l  society 
organisation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recent 
decades have witnessed the fast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both 
working in area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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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omen’s rights. Some women are founders 
and leaders of well-known environmental NGOs, 
such as, Ms. Liao Xiaoyi, president of Global 
Village who was awarded the 2000 Sophie Prize 
in Norway and the 2001 Banksia International 
Award in Australia. Unfortunately, many women’s 
NGOs focusing on women’s legal rights, migrant 
righ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have not yet given priority or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women’s rights in 
the comprehensive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encouraging to see that in recent years 
many initiatives have been taken by multiple 
stakeholders to ensure the issues concerning 
gender and development are addressed. A few 
examples are: the provision of legal aid and 
services to rural women to claim and defend their 
land rights; a project aimed at promot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leadership in water management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Gao Hong, 
2012); and, mobilising women farmers to reduce 
the usage of pesticides in agriculture and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the hazards of pesticides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Sun Jing, Eco-Women, 
2012). Many of these projects are joint efforts 
that involve communities, women’s NGOs, 
government agencies, as well as UN agenc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which catalyse a 
new form of partnership among communities,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on the basis of participation, empowerment and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re have been both the gains and challenges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Much more needs to be done,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reas:
1) Integrate a gender perspective into all decision-
making levels to ensure that laws,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responsive to women’s needs and contribute to 
achievement of gender equality.

2) Strengthen and support research on gende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lated issues, 
including emerging issues such as “what are 
women’s roles in the green economy”,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 of climate change on women’s 
livelihood and their health”, among many others.

3) Identify good practices and champions 
of women’s involvement in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e them 
widely.

4) Foster the participation of civi l  society 
organisations, especially women’s organisation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oth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and implementation. 

5) Provide f inancial resources to support 
disadvantaged and marginalised groups of 
women, such as minority women, rural and 
migrant women, young women, and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or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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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industrial sector has been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fast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decades. In 2010, China’s economy achieved a 
10.4% annual growth rate, of which 5.1% was 
contributed by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at year, 
industrial output reached 16,086.7 billion CNY, 
accounting for 40.1% of total GDP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However apart 
from the economic achievement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ath has resulted in pollution, major 
environmental issues, health problems, and an 
economy extremely vulnerable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crucial to ensure that given 
its size, industry works towards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A green economic transition will not 
be achievable otherwise. Since 1995,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explicitly acknowledged the need 
to change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 tar ted on the path of  t ransforming 
industry. In this report, three elements of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re reviewed: control and 
restrictions for energy-intensive and high-polluting 
sectors; encouraging clean production and a 
circular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of green 
industries.

• Control and restriction of energy-intensive 
and high-polluting companies were introduced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scale of heavy industries 
in China. Heavy industry contributed 60.2% of 
total GDP of industry in 2000 and increased to 
70.5% in 2009, which is more than the peak level 
during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Japan, Germany or 
the US (Lan and Han, 2012). Control measures 
have been undertaken since the 9th Five-year 
Plan (1996-2000). During the 11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government eliminated inefficient 
production capacity of 120 million tons of iron, 72 
million tons of steel, 370 million tons of cement, 
107 million tons of coke, and 11.3 million tons of 
paper, which jointly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50% of total inefficient production capacity. 
However, these achievements were made 
through the extensive use of a command-and-
control approach. Without a more comprehensive 
market-based approach, the absence of market 
signals will lead to issues of displacement to 
other regions.

• Promotion of clean production and a circular 
economy was initiat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tilisation. During the 11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Clean Production 
Law was implemented covering technology 

4.5 Sustainable industry and 
the green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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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mination in 22 key industries’ and 134 
demonstration projects. The mult ipurpose 
utilisation rat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rose from 
55.8% in 2005 to 69% in 2010 (State Council, 
2010). Several important technologie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example producing aerated 
concrete from gangue. More market incentives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improve the choices and 
effective utilisation of such technologies.

• Assistance and support has been provided to 
green industries in order to create green jobs, 
suppor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normous investment 
has flowed into the green sector, especially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However, mor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in 
green industries in order to promote progress and 
avoid a focus on manufacturing.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Plan’ 
(2011-2015), the annual growth is targeted at 
8%, strategic industries should reach 15%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GDP should decrease 21% over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water should reduce by 30% per unit 
of GDP; and R&D investment should increase 
to 1% of revenue. This plan demonstrates the 
determination of government.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order to 
achieve genuine green transformation.

Future challenges have been raised by various 
stakeholders, includ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scholars,  NGOs, enterpr ises, investment 
agencies and community members.

• An incentive system is yet to be established. 
Green transformation requires up-front investment 
and although benefits are realised over the long 
term, short-term costs are significant, including 
shutting down energy-intensive and high-polluting 
companies and substantial investment for green 
industries. The immediate economic costs 
become disincentiv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engage in green transformation. 

• Factor prices undervalue resources, leading to 
controversial market outcomes. Factor prices in 
China are substantially affected by non-market 
elements with resources not accurately priced 
and enterprises responding to distorted market 
signals. Thi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enterprises that 
decide to engage i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existing business model presents much 
smaller costs. On the other hand, if factor prices 
rose immediately,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mall-to-medium sised enterprises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to survive. 

• Insufficient support to SMEs
S M E s  a r e  c r u c i a l  e l e m e n t s  i n  g r e e n 
transformation. Many of them have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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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eers in green industry, since a lot of energy 
efficiency and consulting companies fall into this 
category. Another reason is that SMEs are more 
sensitive to markets, are loca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are well-placed to have loc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 impacts. These companies 
should receive more attention. However, most 
government assistance and support goes to large 
companies (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not 
much to SMEs.

There is enormous potent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and China’s 
green transition would have a global impact.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China will remain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It would not 
be responsible for Chinese policy to simply 
displace pollution to other countries. In this 
regard, China’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decades should be 
recognised. In relation to the environment 
however, climate change in particular is not 
only a local issue, but will have worldwide 
impacts. This urgency means that trade in 
green products and technology should not 
adhere to conventional trade pathways. Lower 
prices of imported green equipment, e.g. solar 
panels, should not be seen as dumping and 
there should be no trade barriers for these 
products which generate global environment 
benefits. China should fully implement policies 

to save energy and resources, and avoid 
competing with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require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technology,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China’s green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is report proposes the fol lowing pol icy 
recommendation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identified:

1)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from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especially the incentive system, 
and incorporate comprehensive and environment-
oriented indicators into thei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2) Improve market-based implementation tools. 
Support fiscal and financial policy support. Build 
a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system for supporting 
green investment

3) Encourag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creas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build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s.

4) Prioritise SME services and provide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ystems in order to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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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1992, China was emerging from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created by the political turmoil of 1989, 
looking for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Deng Xiaoping, the instigator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proposed 
during his inspection tour of Southern China 
a clear and specific development strategy, 
orientation and objectives. Deng effectively 
promoted China’s interests 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rends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 years 1992-2012, 
the capac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been enhanced, starting from initial 
rejection of the concept, to full acceptance of it 
through experimen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actices. Strategies, 
goals and action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re proposed. 
Through this process, China’s capac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promoted and 
strengthen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capacity-building 
f r a m e w o r k ,  C h i n a  h a s  s u p p o r t e d  t h e 
implementation and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management capacity of top-level 
polities (including management by state institutions, 
pol icy-making and pol icy execution), and 
companie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area of green 
technology. These factors have ha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reas:

- Building the capacity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 form.  China has implemented market -
based economic reform,reflecting the nation’s 
capability and political willingness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cognised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spects 
as part of its economic ‘opening up’.

- Improve the capacity for strategic planning 
and high-level decision making. China’s national 
Agenda 21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its Five 
Year Plans and acknowledged as an important 
guide. In 2009,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first time announced a national emission reduction 
pledge to help address climate change. Th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volves both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of government, however 

4.6 Na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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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still uncertain whether decisions relating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 be effectively 
coordinated across all levels of governance.

- Enhanc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ensure 
effective polic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re still complex, 
including ineffective coordination between 
ministries and controversy around interrelated 
management issues. This makes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related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en 
more difficult.

- Provide sufficien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Since 1992, China has 
established and amended 22 pieces of legislation, 
ten of which have been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law is now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Chinese legislation. 
In reality, however, the legal enforcement is still 
weak and finance is require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has not put 
mad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 legal priority, 
and there remains limited acces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monitoring by NGOs.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hina has 
achieve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has become more 
open and pragmatic. 

- China’s government places a very high value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respect to the environment. 
Prior to the Rio Summi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lised that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was 
founded in April, 1992. This council is a senior 
non-government advisory organisation, and 
members are well-known environment experts 
and academics from China and abroad.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government is improving its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range of ways. 
Firstly, the use of laws compels local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with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Secondly, 
carrying out a “Green GDP” accounting system 
that will establish China’s own index syste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ystem calculates 
conventional GDP minus losses associated with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asted resour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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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degradation. Thirdly, the government 
aim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standard 
method for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Build the capac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As 
a result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in decision-making, the public is increasing 
able to make 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decisions 
respect the popular wil l .  This encourages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protect ion 
strategies. How can the public be encouraged 
to part icipat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First of al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 not 
only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compulsory 
education.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re be universal 
educat ion of  ch i ldren on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condly, we 
should use the influence of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to attract public involve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use of the “round table” 
method used in many countries, in order to attract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decisions and supervise 
the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

-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negotiations 
on subjects lik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e considering the 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ble to negotiate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approaches 
based  on  t he  p r i nc i p l e  o f  common  bu 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China takes pragmatic actions to respond to the 
problem of climate change: China established a 
fun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offer two-way 
communication,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sum up, China is now receiving 
more attention for its position in the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and objectives.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we should consider cooperation with both groups.

-  On the internat ional level ,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further cooperate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non-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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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ations to promote capacity building. 
This includes the government’s consi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the areas of economics, 
finance, agriculture, energy,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which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goals.

In  terms of  in ternat ional  communicat 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blems still exist. First of all, 
assistance for Chinese development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s decreasing or 
sometimes being cancelled. For example, Britain, 
Germany and Australia will phase out assistance 
for Chinese development. Secondl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ften proves difficult 
due to lack of agreement or poor coordination 
of projec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Thirdly, it 
remains difficult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work in a coordinated way where responsibilities 
overlap, including ministries such as Foreign 
Affairs, Trade, Finance, and Environment 
amongst others. Lastly, it is still an unresolved 
problem that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cannot register in China, and many 
of them are registered in China as compani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view of these findings, this report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ix policy suggestions:

1) Accelerate the speed of political reform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China.
2) Implement the coordination of top-level policy 
design and solve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conflicts between sector ownership and local 
interests.
3) Improve laws and regulation to advance with 
the times and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4)  Enhance the core compet i t 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guide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scienti f ic research investment. Supervise 
enterprises to ensure they fulfi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5) Accelera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promot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6)  Use in ternat ional  communicat ion and 
cooperat ion mechanisms to promote the 
realisation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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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过去 20 年之后，我们应

当承认，世界并没有如愿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尽管首先，这个概念提出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恰

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世界经济翻了两

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其次，

在这一时期，环境议题进入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生

活 ,各国政府还围绕全球性环境问题反复协商和合

作，其中围绕气候变化的合作自 1997 年京都会议

达到一个历史的高潮，但之后降调而让位于一个格

外复杂、纠结、不确定性的时期。再者，从技术角

度看，这期间的进步很大，特别是为减缓气候变化

（加上摆脱 2008 年金融危机的需要），许多国家

竞相发展低碳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在一些国家展

示了逐步取代化石燃料的可能性，形成了新的产业。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以低碳化为方向的能源系

统改造的行列。这在 20 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而且，

从社会角度观察，一个或许更有深远影响的趋势是：

在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反思人类走过

的发展道路，倡导或实践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人群也

在不断增加。

然而，这些积极的变化不足以改变两个更加

强大的趋势：第一是全球环境态势恶化。来自世

界各地的 3000 名科学界代表带给我们的信息是：

支持人类文明的地球系统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如

果不采取紧急行动，水、粮食、生物多样化和其

他重要资源就将面临着威胁，引发生态、社会和

经济危机，使全球陷于危急之中（Planet Under 

PressureConference，2012）。第二是世界经济的

不均衡没有减少而加剧了。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

机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的发展与分配不公正的感受。

显然，“可持续发展”远比 20 年之前想象的

艰难：共同的未来需要人类同舟共济，但是很大程

度仍然是国际政治逻辑下的博弈策略支配着国家行

动。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人所表现出的“双重性”、

“自我矛盾性”，或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的缺

乏作为，可以归结为今天的时代背景特征，即人类

需要改变发展范式的征兆不断显现，但是还不足以

迫使人们放弃现有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

我们将“里约 +20”的召开视为重申与推进可

持续发展理念的珍贵机会，而我们对此的思考与选

择是与上述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的报告《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 － 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是多家中国环境

NGO 的合作，它试图反映我们这一群体对可持续发

展的认识，特别是它对中国的意义。它包括简要地

回顾中国为此在 20 年里所做的努力、存在的不足、

新目标，以及我们理解的中国对世界可持续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的愿景。

第一部分：中国政府的努力与成就

一、简单历程：

中国的环境政策在 1972 年世界环境大会之后

第二年开始起步构建，1978 年通过的《宪法》对

环境保护做了明确的规定。1984 年环境保护成为

国策，环境政策逐步形成了体系，其标志是“三大

政策”, 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

1. 中国环境 NGO 对
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回顾、思考与希望

文 | 郑易生



85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总论 第一部分

谁治理”、在资金跟不上的情况下“强化治理”。

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不久，1994 年，中国

国务院批准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这是全球

第一部国家级的“21 世纪议程”，并以此开始了

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贯穿到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各个

领域的新阶段。适逢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

随着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转变，公众对环境质量

有了更高要求，环境保护开始成为热门话题。这阶

段环境治理的特征，一个是开始“三个转变”的努力，

即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转变；从单

纯浓度控制向增加总量控制方向转变；从分散治理

向增加集中治理的方向转变。这特别体现在“33211

工程”上，即重点解决 3个河流：淮河、海河、辽

河，3 个湖泊：太湖、巢湖、滇池，2 个酸雨和二

氧化硫控制区，1 个城市：北京，1 个海：渤海的

污染控制问题。第二个特征是开始了历史空前的大

规模对森林的保护工程（1998 年）。

进入 21 世纪（即“十五”）以来，中国经济

进入以重化工与城镇化为推力的新一轮快速增长阶

段，加剧了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与环

境压力问题。一方面，2005 年 12 月，国务院强调

为有效实施环境政策，要从转变发展观念做起，并

为此提出一系列新的战略与政策。另一方面，突出

了两个“抓手”：一是节能减排，二是建立环境友

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温宗国，2010）可以说，

中国环境政策已经开始与转变增长方式联系在一起

了。 

二、20 年来中国环境治理的进步：

1. 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进步显著

（1）在中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立法

中，没有哪个部门的立法可以与环境立法（包括自

然资源立法，下同）的速率之快、数量之多相媲美。

1979 年起，我国相继制定和实施了包括《环境保

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土地管理法》、《水法》、《野

生动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等在内的 20 余

部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进入 21 世纪，

又有《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节

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这些法律的

总数约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十分之一。可

以说我国环境资源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Wang 

jin, wang ，Wang Mingyuan,2012）（2）此外，

中国大大提升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机构的地位。其标

志是中国环保局提升为环保总局（1998 年），进

而又升为环保部（2008 年）。而作为比较，一些

经济部门由部级机构下降为总局级或局级机构。

2. 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工程

20 年来，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以工程项

目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推动生态建设。在生态保护上

给人印象最深且取得极大成功的是：从 1998 年开

始，中国大规模投入生态保护工程及环境保护基础

设施，其力度之大、影响面之广，超过之前 20 多

年环境保护的总规模。仅“十五”期间，我国就投

入约7000亿元实施以“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

为主的林业六大工程，至今已持续 十多年，取得

了显著效果（王毅，2012）。

3. 污染减排转向总量控制

由于多年实行的浓度控制政策的缺点日益明

显，中国政府终于从“九五”计划（1996-2000）

开始，实施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重大举措，

提出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 10% 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在“十一五”期间

（2006-2010 年）终于实现，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

硫排放总量分别下降了 12.5% 和 14.3%。  

三、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

从 21 世纪起 , 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的努力已经

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日益紧密地结合起

来。这包括：   

1. 不断“绿化”的发展战略

1994年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

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白皮书》就已经指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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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仍然沿袭着以大消耗资

源能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不仅造

成对生态环境的极大损害，而且使经济增长难以持

续……。”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四届五中全会

上提出“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

变”。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又提出了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的一系列改进发展方式的战略：如建

设节约型社会（2004）、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

建设生态文明（2007）、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2009）、

绿色低碳发展（2011）。这些战略使得发展的包容

性及其与环境政策的联系逐渐增大了。  

2. 绿色核算的大胆尝试 

在各级政府以 GDP 增长为主要政绩的前提下，

在以市场衡量一切价值的观念下，环境保护计划显

得苍白无力。为改变环境政策的“边缘化”状态，

环境经济学家对环境破坏的经济代价进行了多次估

算。这个努力在 2004-2005 年达到一个高潮：国家

环保部与国家统计局合作计算出中国的绿色 GDP。

社会舆论对用绿色的新指标来考核官员的政绩表达

了强烈的支持。这一尝试遭到了一些地方经济部门

的抵制，加上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最后没有成功推

向社会。然而一种更强有力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保护环境的原动力来自我们对健康和生存条件的关

注。我们相信绿色核算还会“东山再起”。

3. 改造能源系统

（1）中国政府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节能

政策，主要是从微观的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入手。

“十一五”期间（2006-2010 年），中国通过各级

政府对能耗强度实施宏观控制，指标是五年内全国

能耗强度降低 20%。结果这一期间单位 GDP 能耗

下降了 19.1%。这个成绩来之不易，这应当归功

于节能目标首次被作为对各级政府的“约束性指

标”。在此期间，国家层面拒批的“两高一资”建

设项目总投资达 3万多亿元；严格淘汰落后产能，

全国 30 万千瓦以上的火电机组装机容量占总容量

的比重由 47% 提高到 71%，钢铁行业 1000 立方米

以上高炉的比重由 21% 增加到 52%（中国环境报，

2012）。

（2）在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下进行低碳化

改造绝非易事。中国加紧发展非化石燃料能源，包

括水电、核电等。特别是一些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

应用得到迅速发展，如 2010 年年底全国并网风电

容量约 2958 万千瓦，年均增长 94.75%（国家电

力监管委员会，2011）。目前风电装机规模已达世

界第一。此外，我国在一些节能减排领域的技术和

装备制造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洁净煤发电

等）。

（3）广大农村地区的能源系统已经有所改观。

4. 总结

（1）20 年回顾：从三个层面评价中国的环境工作

绩效

第一，中国政府在有关环境方面的立法与机构

组织建设方面的进步相当突出。国家投入也相当可

观，1996-2005 年仅环境污染控制投资已经超过同

期的 1%，2008 年超过近 1.5%。

第二，中国政府侧重以试点与工程项目推动环

境政策，在实施每一波的治理计划中，各级政府

基本都能够实现操作性指标。例如污染控制率和

森林覆盖率由 2000 年的 16.55% 上升到 2010 年的

20.36%。

第三，但是从最终环境生态状态来看，例如森

林的质量水平、大气、水的质量等，效果不甚理想。

特别是对付那些分散的、涉及更多管理部门和社会

关系的环境问题时，治理行动与其最终效果之间的

差距显得更大。

中国环境的总态势是：某些类型的环境问题和

部分区域的生态环境已得以解决和好转，但整体恶

化的态势还没有真正扭转。中国的水、能源和其他

资源的使用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如万元 GDP 用水

量已由 2000 年的 554 立方米下降到 2010 年的 225

立方米。但是整体水平还低于发达国家，而总量消

耗水平仍在增加，在不断加大生态环境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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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成功与不成功交错的局面，是一个令

我们有喜有忧但忧大于喜的态势。应看到这一局面

来之不易，特别是考虑到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的背景， 

首先它与先期工业化的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是各

类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重叠与共存的局

面，即所谓“复合型环境问题”。其次，中国人均

环境容量与资源较少。我国人均水资源、耕地、森

林、石油、铁矿石、铜等资源占有或可采储量远低

于世界人均水平。再者， 这 20 年正处于工业化进

程中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最快的阶段，助长了“治

理速度赶不上污染速度”的态势。而且，正是在这

一时期，中国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减少了

贫困人口。

（2）存在着不少我们能够解决但是没能解决的问

题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并非因为缺少资

金等客观因素，而是由于环境管理难以形成合力。

政府部门之间互相扯皮、掣肘。此外，偏重于对上

级负责的政绩制度不足以鼓励官员关注工作的长期

实效。这种“政府部门利益重于整个社会利益”现

象严重降低了国家战略与政策的实际成效。更重要

的是国家财税体制和资源管理体制不利于可持续发

展：一方面存在着很强的迫使地方政府“自谋财路”

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处置国土资源等

事权上权力过大。税制体系和税收征管模式导致地

方税收过度依赖 GDP 增长、“政商结合”和地方保

护主义，使得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不计代价……；

地方政府在提供辖区公共服务的同时又承担着发展

辖区经济的重任，在缺乏稳定的财政收入时，往往

依靠租售自然资源来开拓财源、刺激投资，造成环

境资源破坏。（沈可挺，2007）

这都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 改革中急需落

实的内容。

第二部分：从企业角度的观察

中国的企业既是大部分中国环境生态恶化的直

接来源，也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尽管政府

的作用巨大，但政策效果离不开企业的素质。 

一、中国绿色技术的开发与绿色产业的发展

1. 绿色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国家将发展新兴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

点，这使得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社会投资的热点与商

机，例如“十一五”期间，整个社会节能减排的投

资达到 2万亿元。“十一五”期间，节能环保产业

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15-20；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应

用得到迅速发展，如光伏产业连续 5 年增长率超

过 100%，2007-2009 年连续电池产量居世界第一。

2006 至 2009 年风电每年的装机容量均超过上一年

的累计装机量，年累计增长率在 100% 以上。（王

仲颖等，2011）目前风电装机规模 4500 万千瓦，

居世界第一。

在近年来相继出台的绿色经济“利好”政策推

动下，绿色产业的中小企业近几年发展极快。以节

能行业为例，根据《2011 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年度

报告》，2011 年我国节能服务产业总产值突破千

亿元大关，节能服务公司的数量达到 3900 家。而

2005 年这两个相对应的数字分别是 47 亿元和 76

家公司。这也代表了绿色产业各行业的发展特点。

有研究认为，绿色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加快自主

创新能力、创造就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生

力军。（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道和环境与发

展研究所等，2011）

2. 企业应用与开发绿色技术的动力历史空前

2011 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绿色技

术最大的投资者，在低碳技术上投资 540 亿美元。

（王毅，2012）。

绿色低碳产业已经逐渐成为创业投资与私募股

权投资 (VC/PE) 机构追逐的热点。清洁技术连续位

于23个一级行业投资的第二位(2010年、2011年)，

位于股权投资市场投资交易（363 起）中第二大热

门行业（31 起）。即使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其投

资总量虽有所下降（2009 年），但其比重仍稳步

增长。（刘颖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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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涌现出一些能够为世界供

应绿色技术的企业

在绿色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一些优秀的

绿色低碳企业，技术快速进步，成本下降，开始具

备较大竞争力。例如光伏电池，中国的企业已经初

步掌握了其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国家技术，使得中国

成为世界上光伏电池最大的生产国和欧洲国家的主

要供给者。此外，我国在一些节能减排领域的技术

和装备制造上，如洁净煤发电等，也已经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刘颖等，2012）

4. 企业的绿色技术更新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清洁技

术的重要市场

中国通过进口获得的绿色技术，例如能效技术

和水相关技术，主要来自欧盟、日本、美国等。

二、中国企业在环境社会公益责任方面的进步

近 10 年来 , 中国企业的社会公益意识不断增

加，其中在环境或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令人瞩

目。其表现为，一是我国 2010 年已经有 702 家企

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其中上市公司占 73%。大

约 70% 的报告能围绕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

管理和绩效情况进行信息披露(商道纵横,2011)。

二是一些企业成立了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非公募基

金会（如 SEE 基金会），以支持中国民间环保组织

及其行业发展。这说明一些企业家的慈善意识有所

转型，开始认同环保 NGO 并提供支持。

三、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观念将决定企业的未来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

多样、差异极大的企业家队伍。今天，已经有企业

意识到作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公司，需要解决“可

持续价值”的问题，即不仅严格守法与遵循伦理，

还需要将自身的生存与各利益相关者的福祉结合起

来，与全球环境可持续性结合，不断创造新的生命

力，才能长久地、有尊严地生存下去。然而更多企

业的观念则落后于时代。由于各种原因，它们不能、

不愿或不必以创造为生命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

告》中显示，仅以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状况分析，

以 100 分为满分，中国国有企业 100 强、民营企业

100 强和在华外资企业 100 强的环境指数平均得分

仅为 14.95 分。而这种分析还是建立在违法排污、

违法破坏生态、污染排放超标等负面信息未列入分

析指标体系的前提下。在高速发展的这个阶段，中

国还有相当多的企业不能很好地守住社会底线（李

楯，2011）。20年来，企业违法用地、超标排污、

破坏生态的案例屡屡可见。在服务性行业，也存在

着大量资源浪费现象，如我国食品加工和餐饮企业

每年浪费大量食物和食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奢侈

性资源消费企业，如温泉洗浴、高尔夫球场等，也

在蚕食本已不多的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

中国一些海外投资，由于缺乏企业社会责任意

识，不了解和尊重当地文化，忽视工程项目对当地

生态环境的损害，甚至引起了社会冲突，造成了极

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也导致自身的财产损失。当然

也有一些中国投资海外的企业严格控制经济项目对

环境的不良影响，而且与当地社区建立了密切的合

作关系。这里的经验与教训是：没有环境意识与社

会责任感就不可能有企业的可持续性。（金嘉满，

2012）

四、绿色企业的成长离不开经营环境的改善

那些污染严重的企业之所以能得以生存，与目

前我国市场经济还远远没有规范、违法成本过低有

极大关系。这种“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不利于那

些靠创造能力与好的管理发展在市场上竞争的企

业，损毁着中国绿色公司成长的土壤。为企业创造

与维护良好的经营环境是政府最大的职责所在。

第三部分：从社会角度观察

中国政府在环境政策制定、管制企业等方面居

于绝对主导地位，但是，由于环境权益表现出利益

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趋势，政府在解决

这类问题时尽管投入不断加大，仍然顾此失彼，很

难控制。环境立法已经很多，但是“有法不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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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严重。我国环境政策实施成本高昂以至于政府无

力承担，更不要说多年来盛行不衰的企业和地方政

府的“联合开发模式”——即依靠剥夺多数社会成

员的生态环境追求“超市场利润”。这些情况表明：

如果只有政府与市场这两家力量而没有社会力量的

加入，中国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性问题不可能真正

解决。

但是，社会力量缺位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在这里，我们着重从 20 年来中国环境 NGO（公民

社会）的兴起与发展考察，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说

明了这一趋势

一、公众的环境责任意识与自觉行动

上世纪 90 年代，民间环境组织从无到有，在

中国成长起来。草根环境 NGO 先于政府对国民进行

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环境启蒙，以多种形式进行公众

环境教育，包括倡导“从自己做起”的绿色生活理

念，宣传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等。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民间组织对于环境教育加

深理解以及社会需求的变化，NGO 将推动重点由提

升环境意识转向增强环保行为能力，并在这方面持

续工作。

随着中国成为碳排放大国，中国需要内生的动

力去推动节能减排。环境 NGO 发起了大量的联合倡

导活动。如 2004 年至 2007 年共同发起的 26 度空

调行动、在 17 个省市的节能 20 行动（支持中国政

府节能目标）、针对消费行为的“绿色选择活动”。

又如，武汉市妇联在 1万户家庭中引进“绿色消费

档案”、自然之友（2009 年）的“低碳家庭”主

题行动。气候议题还促生了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

网（CCAN）等三个本土气候网络。

中国环境组织积极支持建立“生态文明”的

目标。自然之友的绿皮书指出：改变生活方式是

可持续发展最现实也最深刻的组成部分。由于这

个理念的超前性，作为其持之以恒的倡导者必须

超越眼前的物质利益压力，而这正是民间环境组

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使命所在。（张伯驹等，

2011）

二、公众争取自身环境权益

1. 社区争抗以避免环境污染威胁的行动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连续不断的

城市环境问题让更多居民看到了环境权益的存在和

重要性，并用相对理性的方式参与环境维权行动。

其标志性的案例是厦门海沧的 PX 项目事件（2007

年）。厦门数千名居民直接向政府表示抵制的态度，

引发了市政府与公众之间半年左右的一系列建设性

互动进程，最终福建省政府决定迁建该项目。无独

有偶，大连的 PX 项目（2007 年施工并在 2009 年

投产）在 2011 年被公众知晓后，也引起市民的集

会反对，并得到政府极快的反应：决定该公司搬迁。

（王社坤，2012）

社区争抗中不断展现出当事人理性的公民意

识。近年来一些城市社区因垃圾焚烧厂兴建而奋起

发声可谓是中国的“避邻行动”。一些社区（北京

阿苏卫、广州番禺等）居民在呼吁反对项目的同时，

也对政府提出富有专业性的替代解决方案，并且由

只关注自己居住地的环境问题，逐渐介入更加宽广

的环境议题，显现出了绿色公民的特质。自然之友

在北京六里屯的垃圾焚烧项目的争议（2009）中，

不仅竭力推动将利益相关各方的不同声音平衡呈现

于媒体与社会，而且努力将它与正在社区推动的垃

圾分类减量化项目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深入解决城

市垃圾问题的瓶颈之一。

可以想象，在未来的十数年中，我国绿色公民

的数量会继续增多，并将与环境 NGO 并肩成为推动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2. 环境诉讼的破冰

一些有法律背景的环境 NGO 采用了环境维权诉

讼和环境公益诉讼的行动，较为典型的是 1999 年

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通过选

择有影响力的诉讼为污染受害者维权，推动环境信

息公开和公益诉讼，推动立法和政策改变。2011年，

北京环助律师事务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终于有了

专业受理环境案件的律所。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突破是（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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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环保组织在江苏提起国内首例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获得成功。而自然之友等就云南

铬渣污染案提起的诉讼，使环境公益开始真正破冰

（郄建荣，2012）。NGO 参与公益诉讼长期处于无

法可依的境遇，直至 2011 年结束。

三、公民团体对公共环境保护的监督与问责

1. 从落实公众参与的具体途径入手

政府环境部门与 NGO 合力推进着公众参与自身

的制度建设。围绕北京圆明园湖底铺设薄膜一事

（2005 年）引发的听证会就是一例。在环保局副

局长潘岳的主持下，这次会议公开透明，不同利益

群体的代表表达了各自的声音。它是政府听证会历

史上首个受到社会关注最多，不同观点充分交锋，

而且由环境 NGO 直接参与的听证会。

2. 民间环境检测，强化环境治理

进入 21 世纪，中国一些地方性环境 NGO，如

淮河卫士、绿色汉江，在江河污染驱动下产生。这

两家组织都在所关注的河流沿线（淮河、汉江等）

设立了监测站，由志愿者组成网络进行水质监测，

并通过媒体曝光、与政府建言、赋予村民法律和维

权知识等方式对污染企业施加压力，促成了相关

流域污染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Fu Tao，

2012)

2011 年环境公民自测空气质量兴起，PM2.5 引

起公众广泛关注，并进而促进环保部门公布监测结

果，加快了全国 PM2.5 监测工作的开展。这一行动

是以达尔问求知社为代表的环境 NGO、公共卫生专

家、媒体、各界人士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成果，对于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汪韬，

2012）

3.监督公司的环境行为考验着环境 NGO的知识能力

缺乏专业知识与数据使得公众难于监督公司特

别是大公司的环境行为，并迫使环境 NGO 增加工作

的技术性。例如公众环境信息中心（IPE）开发了

水污染地图（2006年）和空气污染地图（2007年），

通过对各地地方政府公布的污染监测数据收集、整

理和分析，形成便于公众知情获取并采取行动的数

据库，被曝光的企业开始和 IPE 沟通说明，或者提

供整改情况，也有越来越多供应链的上游企业（主

要是跨国公司）开始使用这两张地图筛查供应商的

环境表现，促进供应商改善环境表现。（Fu Tao，

2012）   

 跨国的产业链污染对环境治理是一个新挑战。

在苹果公司在华供应商污染并伤害职工健康的事件

中， 5 家环境 NGO（包括一家国外环境 NGO）经过

近两年的博弈终于使苹果公司对其责任的态度有了

积极的转变。社会对此事的大讨论加深了我们对环

境责任的认识：不能回避它的深刻的国际关联性，

不能回避作为消费者我们每个人都有绿色选择的责

任。（王晶晶，2012） 

中国环境 NGO 在质疑一些工程项目时展示了新

的发展理念。例如他们质疑水电公司在西南所有江

河上布满大坝的计划，呼吁将生态与文化保护、环

境影响评价与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原住民的

权益等问题纳入公共讨论。至今围绕怒江建坝的争

论还没有结束。我们深知中国的事情难在她不得不

面临一系列痛苦的、两难的选择，包括在巨大的的

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下限制水电会加重能源供应的难

度。但是面对怒江地质和生态的脆弱性、移民的复

杂性和工程长期影响的不确定性，他们坚持“审慎

的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al）、坚持更

加长远的利弊分析，以免让后代承受巨大的灾难性

风险。

此外，环境 NGO 对大企业的监督正在沿扩到金

融机构。

4. 促进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形成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环

境信息公开办法》（EIDM）在 2008 年 5 月 1 日开

始实施，为 NGO 参与改善环境治理提供了渠道。公

众环境研究中心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共同开

发了一项指数系统，对 113 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

公开状况进行了初步评价。这是 NGO 对地方政府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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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息公开办法进行的首次评价。

专题性地申请环境信息公开，也成为中国 NGO

参与环境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大型水电工程建

设、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等议题上，多家 NGO 向

各地环保部门申请公开多项信息，并对社会公众进

行积极传播，用行动促进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不断

完善。

四、将环境与公平发展结合起来

20年来，随着环境问题演化为环境公平问题，

不少原来只关注环境的组织也开始同时关注社会发

展议题。

1. 探索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保护机制

世纪之交，黄河断流（1997 年）、威胁下游

的长江大水灾（1998年）、波及北京的沙尘暴（2000

年）等严重自然灾害问题，导致“退耕还林、还湖、

还草”，“保护天然林”等生态补偿政策出台。这

种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由行业部门规划、由地方

政府逐级实施的生态工程项目取得了一定成绩，但

问题是这些为期 5-10 年的生态工程难以变成“长

效机制”。社会学家注意到：如果只有经济激励与

政府推动，而没有当地人民（社区）的主动参与，

那么生态政策将不可持续。为改变这一情况：在青

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试验区，环境 NGO“山水”

和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中心与当地管理机

构合作，探索一种全新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他们

试图以当地社区农牧民为生态保护的主力军（而不

是被动者），同时尊重与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来建

构生态保护的长效激励机制。例如用“保护协议”

让当地农牧民日常的草场管护，成为由国家保护资

金购买的公益岗位的工作人员，由国家持续性地支

持当地社区提供的生态服务。此外“社区林业”方

法在西南一些林区的经验也说明公众参与的效果不

错。上述“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保护机制能否改

变或替代、补充目前政府或公司直控的生态工程项

目模式，需要给它足够的实践空间来证明。

2. 实地的民间生态保护活动：一个新保护网？

近 10 年来，较为专业的 NGO 开始深入地方性

生态保护。他们的方式有：区域联合监测生态问题

（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科学研究与政策倡导（山

水）、反盗猎及非法贸易行动（浙江绿眼睛）、旗

舰物种保护（瑞尔中心）。他们面对的考验是在工

程建设的威胁下怎样结合农民生计以保护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

3.一些 NGO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发挥互助的传统，

获取环境与经济的共赢

环境 NGO 有时能用极少资金解决某些地方政府

一直想解决的问题，其重要原因是他们动员了社区

的人参与其中。例如绿色流域在云南拉市海试点的

参与式流域综合治理，帮助农民组织渔业协会等，

提升社区民众的参与和管理能力。一些 NGO 侧重通

过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提高农民在城乡交易市场上

进行公平贸易的能力，而这同时往往促进了绿色农

产品发展。值得注意的进展是：一些“纯粹的环保

组织”，面对贫困、生态与发展问题的相互关系，

后来转型为“环境保护和发展类组织”（如地球村

在四川、甘肃绿驼铃、绿十字在湖北）。他们在探

索我国绿色农村社区建设，成为新时期乡村建设的

力量。

五、中国环境 NGO 的不足

20 年来，在公民意识觉醒的大背景下，中国

环境 NGO 影响的深度与广度都大幅度增加了。这期

间媒体、专家学者和国际援助机构的支持也不可忽

视。环境 NGO 与政府的互动不断推进中国环境信息

公开的进程。 

以下这篇文章摘要比较全面扼要地表明这一点。

环境 NGO 的发展也是中国法律与政府进步的反映

2002年中国出台了新的《环境影响评价法》。

该法第一次明确将听取公众意见这一参与环节加入

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2004 年 4 月，国务院制定

并公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强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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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提出“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建立健

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

策机制”。同年，时任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讲话，

表达了中央政府环保部门对于在环境保护中加强公

众参与的态度，也表达了对《里约宣言》第十条原

则的认同。环保总局在 2006 年推出了我国环保领

域第一部有关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而在环境保护部门和

司法部门的协力推动下，环境法庭、环境公益诉讼

等维护环境权益的实践也逐步在某些试点地区开展

了起来。于 2007 年 4 月份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开始正式

生效实施。其中确立了政府信息“公开为常态，保

密为例外”的原则。2011 年 10 月 24 日，《民事

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

草案包括了授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团体提起环

境公益诉讼权利的条款。（Fu Tao,2012）

但是，中国民间社会的行动远不足以应付日

益加速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李楯，

2012）

第一，无论与国外相比，还是与政府、企业的

影响力相比，中国环境 NGO 的影响力都很弱小。中

国的民间背景环保组织只有 508 家（含未注册）；

来自中国本土的环保公益捐赠估计每年不足 5000

万元；从业总人数最多不超过 2000 人，30% 的机

构无专职人员。（SEE，2012。）

第二，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和环境足迹的不断扩

大，国际社会对其期待也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环境

NGO 的视野和行动范围将增加，它应当在实践的同

时不断学习与思考，最终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出

路贡献崭新的思想。中国问题既有共性也有独特性，

其他国家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国际环境 NGO 也有多

样的思想与价值观……，中国环境 NGO 能否做到吸

纳精华，兼收并蓄，既要回应本土和国际问题，又

非简单跟从？中国环境 NGO 的草根精神联通着改变

世界的远大理想，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第三，最重要的是环境 NGO 能否坚持与发扬初

创期的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和拯救地球母亲

的真诚初衷。微博等互联网工具的兴起有利于迅速

影响公众，但是取得实效需要环保志愿者、环保组

织落地的行动。这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小结：环境恶化为成长中的中国环境 NGO 提供

了机遇。一些中国环境 NGO 已经表现出作为“环境

监护人”、弱势群体或公众利益代表的责任与态度。

面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严峻形势，赋予公众参与以

实质内容，建构可实施的公众参与制度，拓展公众

参与的多种渠道和形式，通过社会制衡对政府和企

业行为进行约束，这是中国 NGO 的使命，是中国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Fu Tao,2012）

20 年回顾的结语：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力

量存在于社会之中

至此，我们回顾了 20 年来中国政府、企业、

公民社会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上各自的作用与进步。

事实上三者是在互动中进化的。无疑，政府环境治

理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政府

治理计划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差距，经济增长与环境

资源形势恶化之间的反差，说到底反映出法律作用

不足，社会力量的参与不足。而这与中国环境法律

的不平衡性，即“两个忽视”有关：它过于偏重对

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业者的管理，忽略了对作为

管理者的政府的规范与制约，忽略了对作为监督者

的“第三方”主体的监督权的保障。从长远看，中

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成败取决于能得到多少来自社会

的力量的支持，而这又取决于政府、企业、社会三

者有效互动与制衡的水平。( 王曦 ,2012）中国的

可持续发展需要将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的主要方

式——政府直控，转变为政府、企业、社会的三方

互动与社会制衡。

第四部分：世界的关联性、中国的潜力与贡献

一、一个国家很难独自实现可持续发展，她需要世

界各国的共识与合作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是一些舆论中 “最

大的问题制造者”，而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她又是

救人于水火的“大福星”。其实，这一“矛盾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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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完全是将全球环境问题与全球经济问题分割开

来造成的。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阶段，但是已经

不可能享有发达国家崛起时的资源与环境条件了。

从近期看世界可以维系既有经济模式的扩张，从长

远看却可能转而创造新的发展范式，因为她的规模

太大了，以至于她模仿的范式会加速达到极致而被

终结。这无疑也是对中国最大的挑战。

许多衷心祝愿中国成功的人士说：中国的成功

将是世界的成功，中国的失败将是世界的失败。我

们赞成这一说法，因为中国的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世界

工厂”的国际分工角色是与世界市场互动的产物。

因此她的雄心勃勃的“绿色转型”也受制于世界经

济。因为 :

1．经济结构的自我调整是有难度的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引人注目。但是分析表

明：中国生产消耗的能源中有大约 20% 是为了供给

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张友国，2009），而这些消费

者享有的人均环境容量和资源远远大于中国。转向

内需拉动的经济结构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

内容，但是一旦出口减少又威胁了中国的经济与就

业，并进而影响世界经济。这种两难处境说明：由

于在国际经济分工结构中位于中低端，中国实现结

构的自我调整是有难度的。

2．资本不断推动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思潮

中国环境 NGO 一直在倡导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但其困难在于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中国新一代的消费

群体，还有其背后的资本（包括国际资本）不断推

动兴起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思潮。生产厂家倾向

于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刺激与其发展阶段不相适应

消费形式。今天，中国已经步入世界奢侈品的最大

消费国之一。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起主导作

用，同时消耗着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自然资源。很

难设想在发达国家根本不触动自己的消费模式的情

况下发展中国家独自改变的可能性。

3．中国难以仅凭自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我们发现：一方面，全世界环境力量都在支持和

赞扬中国转变增长方式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经济

全球化的力量不完全是这样。它对此表现得模棱两可：

因为它是以资本的利润为考量依据的。中国的经济增

长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也使许多国家的经济受益。但

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经济结构在不同程度上正是在

世界资本流动过程中形成甚至被锁定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有些环境问题看起来是国内的，但其实

质却是这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成功的、合法或不合

法的作品。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一旦发展中国家试图

更加独立地支配消费方式与技术选择，它们是否抗得

住全球市场力量的负反馈之力呢？ 

二、保护我们的星球需要治本的勇气，进而需要世

界范围的“深度公平”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著名的环保主义者莫里

斯•斯特朗曾经是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

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 年）的秘书长，

近年他在总结人类挽救环境的努力没有成功的教训

时，意识到考虑环境不能忽视“人类复杂进程”的

影响。他说他之所以开始关注这个与“全球化”相

联系的进程，是“因为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因果关

系的角度看待这些（环境）问题”。莫里斯 •斯特

朗注意到与“全球化”相联系的进程“在造就了文

明的富裕的同时，扩大着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差

距”。他认为对于深切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的人来说，这一点是重要的。（ 莫里斯 •

斯特朗，2008）

显然，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有问题。它与全球化

的环境所需要的全方位保护之间很不匹配，甚至是

矛盾的。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其转

变发展方式的努力都离不开其他国家的理解与支

持，离不开世界协力对经济全球化机制进行绿化。

我们看到有无数模型详尽描述各国温室气体排

放的情景，然而在确定各国责任之前很少深入研究

数字背后的因果链条，更没有兴趣发现气候各国之

间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联系。我们认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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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真实的因果关系的严肃程度决定了他们解决共

同危机的力量，而许多有影响的人恰恰缺乏这样做

的诚意与勇气。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峰会）

通过的《21 世纪议程》中第四章指出：“全球环

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生产方式与消费

方式。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并号召各国“促进可

持续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即减少环境压力并满足

人类基本需求）。更好地理解消费的作用，形成更

加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可是 20 年之后，国际社

会的关注程度再也没有恢复到那时的认识水平。对

于曾经信誓旦旦的宣言，人们“顾左右而言他”。

一些高度自觉的绿色群体（在发达国家较多）不断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但迟迟不能进入社会的主流。

人类社会这种整体的“言行不一”并不难解释：人

们（特别是那些有较大选择余地的人）知道今天的

发展范式应当彻底转变，但是恐惧在这样的变化中

失去既得的优越地位。于是倾向于只要有一线希望

或借口，就回避自我改变的选择。例如以技术效率

的提高掩饰资源消费的奢侈性，又如将注意力转移

到其他国家或其他人的问题上去。

如果局限于以一种狭隘的商业智慧中的法律诉

讼观念认识世界环境的责任问题，就难免拒绝探究

真实的因果关系，因为这将揭示世界经济的关联性，

因而发现自身的实质上的、或在更深含义下的责任。

相反，正视世界的关联性才能深刻地理解“共同责

任”的含义，才能对症下药与治本。这意味着彻底

摆脱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幸福观，放弃少数国家、

少数人多吃多占世界资源的分配格局；意味着人类

发展范式的转变；也同时意味着一种深度公平的世

界观。( 郑易生 ,2010) 它的理念是：世界发展的

恶性竞争及其不平衡是人类生存的风险之源。无论

在国内还是国际间，一切有助于减缓人类加重对自

然压力的行为，一切有助于改变全球发展不平衡的

努力，都是在为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环境危机创造条

件，都是正当的而应予支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物质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是世界的福音而不是灾

难。因为在一个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并且越来越大的

世界（这与人均使用与占有地球资源十分相关）里，

国际合作是很难深化下去的。

三、中国的潜力与贡献

前面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关联性并非要解脱

我们中国对世界的责任，反而是为了说明这一责任

的深刻性。我们已经看到上世纪 90 年代，自然之

友的梁从诫先生为保护藏羚羊，就终止藏羚羊制品

的跨境贸易致信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以及 NGO 介入

洋垃圾进口等事，还有本世纪的产业链跨国污染、

我国海外投资给别国带来的环境问题……等等。面

对世界环境-经济的因果链条，我们必须有一种“穿

越全球与本地”的全球关怀（卢思聘等，2011）。

我们既需要认真反思自身的管理责任，也需要与“上

下游”国家沟通以促进全方位的管理，还需要反思

其背后的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本身。

我们深知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不要说再加上

印度等国）正在改变世界。由于资源禀赋、经济

规模和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中国的石油、铁、

铜、钾等主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都在不断增加，其

中石油、铁矿石等均已超过 50%；中国的碳排放

占全球的比重也超过 20%，并仍在快速提高（王毅

2012）。然而我们看到：这种不可持续的趋势正在

迫使中国空前地、更加坚定地进行转变增长方式的

努力 ,尽管这仅仅是开始不久。中国的历史使命是

为自己也为世界探索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一

种既能够让自己的大多数人可持续地享受现代化益

处，也能够与其他国家平等互助、和谐共处的发展

模式。中国应当为促进一个更加平衡的、绿色的世

界出现而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也可能同样是其他发

展中大国——如印度、巴西等——对世界未来的潜

在贡献。

对于这一历史使命，中国既不能靠模仿领先者

也不能靠闭门造车来实现。这是一个双重的使命：

它一方面开始于现有框架下可行的绿色改良，并借

此创造和积累实现新发展范式的各种能力与经验，

使之由小变大；另一方面则是站在历史高度，在改

良的同时抓住选择机会，改变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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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旧范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社

会理论和伦理哲学等。这也包括参与推动国际游戏

规则进步的责任：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平衡，为

人类走进生态文明做出贡献。

第五部分：我们的希望与建言

“里约 +20”大会把“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

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作为大会的两主题之一。在

UNEP“迈向绿色经济”的报告中，绿色经济被视为

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转型，因而是世界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经途径。绿色经济更加认可自然

资本的价值并对自然资本进行投资，它将保护小农

户、穷人的生存环境与缓解贫困联系起来，它要实

现更可持续的城市生活和低碳交通。报告还强调从

长期来看绿色经济不仅可保持和恢复自然资本，而

且其增长快于褐色经济。（UNEP，2011）

绿色经济政策将调动各国公司与企业家的积极

性，使之超越短期的、狭隘的分析成本 - 利益的

眼光，在投资绿色新经济中寻求发展。但是绿色

经济被描述成为“既能增长又公平环保”，其可

能性还是引起一些质疑。(Peter A. Victor, Tim 

Jackson A ,2012)。我们的希望则是：绿色经济不

能过分地局限于代价最小的进步，它不仅提高效率

还应有利于改变人的消费行为，不仅促进绿色交易

还应深化国家间的技术与经济非营利性合作。绿色

经济的成功应当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提高。

中国迄今已经在绿色经济方向上实践多年，鉴

于前面的回顾与反思，我们有如下三个建言：

第一，为绿色经济的转型创造更有利的制度基础。

1．奠定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基础。明确

可持续发展的三大力量——政府、企业、“第三方”

主体——的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并为它们之

间形成良性、有效的互动提供制度保障。要点是：

增大对作为管理者的政府的规范与制约，增大对作

为监督者的“第三方”主体的监督权的保障。尽早

形成一个平衡而又充满活力的格局：政府尽责于履

行环保职能和维护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安心

于合法经营并不断提高其生产和经营的环境绩效，

“第三方”主体依法对政府环保履职和企业的守法

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王曦，2012）

2. 进一步发挥人代会等权力机构的作用，改

变“部门立法”的陋习，从而实现“全局指挥局部”

的境况。

3. 进行财政体制改革，规范中央与地方经济

关系，减弱地方政府投资增长的冲动，规范其支配

资源环境的行为。

4. 中国的许多环境、资源及其他方面的政策

应当从“政府直控型”转向“社会制衡型”。（夏

光， 1999）

5. 大大提高政府统筹整体的战略决策能力。

这又急需依靠真正独立的、多元的、坚持从全社会

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的研究、评估与监测机构。重

大决策过程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

6. 恰当使用对绿色经济考核的方法，切忌浮

夸。防止某些指标从工具沦为目的，反而自误。

7. 进一步加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的空间。以尊重和保障公民环境权利为基础，鼓

励民众和社会组织更积极地参与到规划决策、环境

立法、污染监督、生态保护的行动中。

第二，为发展新范式的形成创造和积累条件。

绿色经济不是要替代建立可持续发展世界的目

标，而是为发展新范式的形成积累条件。

1. 中国应当率先成为在世界上实现新的生活方式

和生产方式的国家

这是一个长期进程。但需要从现在起就明确倡

导、探索、支持那些丰富而不浪费、幸福而不奢糜

的生活理念。考虑到中国的人均资源本来就非常少，

应立法限制或制止奢侈性浪费资源的生活方式及其

生产，否则就是空谈绿色经济。

2. 珍惜和抓住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不仅是技术模仿，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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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某些迄今未被锁定的东西。如新兴的城市、公共

交通模式、没有被开垦的自然区域、传统与多种文

化中的绿色潜力……，都是我们创新的资源。做到

这一点，需要树立自信与开阔的精神：善于学习发

达国家经验，但不盲目模仿——这在人类反思工业

文明及其经济制度的时代尤为必要。

3. 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长期政策核心目标

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比指标更重要。在一个技术与社会迅速变化的时代，

没有比适应不确定性的能力更安全的东西。这种能

力特别体现在发展的多样性、创造性、包容性、参

与性上。首先，要更加尊重创造的多样性、调动与

鼓励更多的人参与绿色经济。要为所有企业创造创

新的条件。无论大、小、土、洋，无论是分散还是

集中，都可能孕育着“绿芽”。切忌贪大求洋、歧

视弱小，特别是歧视初创阶段的小企业，切忌用行

政干预取代市场竞争机制，“一刀切”地推行某一

种“最好的”的技术或社会模式。然后，要防止以

短期指标干扰长期性能力建设工作，这将压制新技

术的生命力，因为创新只能在公平竞争中胜出。第

三，创新能力需要社会组织充满弹性与活力。除了

政府和市场，不要忽视公民社会，它可以充当创新

的催化剂、孵化器，是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和谐社

会所不可缺少的。

第三，推动世界的绿色联合与“深度公平”

首先，人们正视真实的因果关系的严肃程度决

定了他们解决共同危机的力量。应当推进这一认识

进程。

其次，促进各国间物质生活水平的差距缩小（包

括消灭贫困），这是世界的福音而不是灾难。不难

理解，在一个生活水平差距很大甚至越来越大的世

界，真诚的合作很难展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都应当立志于新的幸福理念：前者不应当坚持不可

持续的消费模式，而后者不应再追求前者的生活标

准。发展中国家不应当追求今天发达国家的不可持

续的消费模式。而发达国家应当转变观念，按照别

人也可以同样生活的方式生活。

第三，20 年前里约大会确定的“共同而有区

别的原则”不能半途而废。不仅要坚持，还应当发展。

它只不过是人类健康力量推进社会进化，强化人类

社会责任，使地球村走向深度公平的第一架桥梁。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始一种新型关系——

让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不仅获得帮助，更要获得发展

的能力和自由。

第四，世界各国的绿色力量联合起来。特别是

来自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社会之间，应当加强

互相理解与合作以形成进一步共识。只有这样才能

成为推动生态文明的自觉力量。

我们相信，一个“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人

类社会一定能够让大多数人从容而愉快地面对我们

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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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持续快速的经济发
展是中国在短短二三十年跨度中消除极端贫困的重
要保障，这一经验也鼓舞了全球消除贫困的努力。
1994 年以后，以政府主导、开发式扶贫为标志的
政府扶贫政策和项目不断提高农村减贫工作的针对
性和瞄准性，逐渐将工作重点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劳
动就业转向更加重视卫生、教育、村级参与式计
划、瞄准和监督等。中国减贫从国际减贫发展理念
和方法的引入中获益良多，其特别表现为社会各界
尤其是 NGO 的活跃参与。本文结合对多个利益相
关群体的采访，以笔者认为能突出体现中国减贫特
点的整村推进政策、贫困社区参与、国际合作、脆
弱群体支持路径等为分析对象，侧重体现 NGO 在
开展的可贵探索和贡献，并从民间社会视角提出在
减贫领域中国未来应更加注重以下几方面政策：加
强对多维贫困的理解和相应政策设计；进一步提高
针对少数民族等脆弱群体的瞄准性和减贫效果；扩
大 NGO 和贫困社区自身在减贫实践过程中的高度
参与；加强对新致贫因素如贸易自由化、气候变化
等的应对政策和实践。

大事记

1、1994 年，国务院制定并颁布“国家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力争到 2000 年基本解决
8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这是现代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
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

2、1995 年，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
成立，这是中国政府引入外资直接用于扶贫开发的
中央级扶贫项目管理机构。

3、1995 年，首个直接扶持最贫困地区、最贫
困农户的综合性扶贫项目——中国西南扶贫世界银
行贷款项目启动（简称：西南扶贫项目）。至 2006 年，
相继开展了西南、秦巴和西部 3 项综合扶贫项目，
项目区覆盖 9 省区、91 个贫困县和 800 万贫困人口，
总投资规模 6.1 亿美元。

4、1999 年，中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旨在缩小内陆和富裕沿海地区发展差距。

5、2000 年，联合国千年会议确立了包括消除
极端贫困和饥饿在内共 8 项目标的“千年发展目标”
（MDGs），至 2009 年底，中国实现了绝对贫困
人口减半目标。

6、2001 年，国务院颁布并实施《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

7、2001 年，国家确定了 592 个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全部集中于中西部 21 个省（区市），
都属于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和特困
地区。在全国确定了 14.8 万个重点贫困村，覆盖
76% 的贫困人口。

8、2001 年，民间组织联合发表《中国 NGO
反贫困北京宣言》，呼吁关注和参与中国扶贫的公
益组织行动起来，积极参与中国扶贫事业。

9、2005 年，中国政府扶贫资源首次公开向民
间公益组织开放。国务院扶贫办与江西省扶贫办通
过招投标方式启动实施“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合作开

2.1 消除贫困

文 | 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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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村级扶贫规划项目”，首批有 6 家民间公益组
织中标。

10、2007 年，国家开始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规定
标准的所有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
有效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11、2008 年，国家把《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
专项规划》纳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首次为受灾贫困人群单独制定灾后重建特别支持政
策。

12、2009 年，启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与扶贫开发制度有效衔接”试点，提高对扶贫对象、
低保对象、扶贫和低保交叉对象的识别，以此推动
扶贫瞄准性。

13、2011 年，中国扶贫标准提高至农村年人
均纯收入 2300 元，扶贫对象覆盖 1.22 亿。

14、2011 年，国家颁布并实施《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将中西部 14 个
跨行政片区确定为未来 10 年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
地域。

 
1、综述

中国已经达到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MDGs）
的大多数目标。1981 年至 2008 年，中国每天消
费低于 1.25 美元的贫困人口数量由 8.35 亿减少到
1.73 亿，贫困人口比例由 84% 下降到 13.1%。世
界银行报告指出，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平均减少
1.05 个百分点，如果不包括中国，平均减少 0.54
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09；2012）。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贫困问题长期在城市
和农村表现各不相同。城市贫困问题可概括为以下
两个特点：改革开放后问题逐渐凸显，政策发展与
支持力度相对滞后。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城市居民
依赖“低工资、高就业、高福利”的政策保障了稳
定就业和基本生活，很长时期内城市贫困问题并不
突出，因而也没有建立起城市贫困保障体系。市场
化改革后出现了大量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工，他们
形成了城市中贫困人口的主体。2011 年的研究显

示，中国目前城市贫困人口数约为 5000 万，贫困
发生率在 7.5%-8% 之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4，2011）。2011 年进城务工农民工总量约 2.52
亿，他们不仅经济收入低下，月平均收入低于东部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国家统计局，2012），而
且几乎完全没有非收入性福利，包括住房、教育、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等。相当比例的进城农民工成
为贫困人口和底层社会的一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
起开始的一系列城市扶助政策仅针对城镇户口居
民，并不覆盖数量庞大的进城农民工。政府认定的
城市贫困线和城市贫困人口的数字以及分布特点等
基本状况难以准确把握，令成体系的保障性政策支
持力度明显滞后。随着中国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贫困带来的挑战将愈发严峻。

农村贫困一直是中国减贫领域努力的主要目
标，也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中国的农村反贫
困历程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战
略的过程，它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 世纪
90 年代初之前，中国长期实施输入式扶贫方式，
即向贫困地区提供外来物质输入。这种方式最大弊
端在于贫困地区内生脱贫动力不足。意识到输入式
扶贫不足后，政府开始转为推行开发式扶贫战略，
即在开发建设中，以项目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

1994 年至 2000 年间，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初
步形成了具有纲领、行动、政策、方法和国际合作
等内容的反贫困体系。此阶段核心为“国家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该计划提出，在七年间（1994 年—
2000 年）基本解决当时 8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的
温饱问题（新华网，1994 年）。在扶贫方法上，
本阶段主要特点是：通过瞄准区域（贫困县）来瞄
准贫困人口，对国定贫困县提供扶贫资金和优惠政
策。延续至今的中国减贫主要方法——项目式扶贫 
也产生于这个时期。与国际社会多方合作是中国扶
贫的另一大特色。1995-2006 年，中国政府与世界
银行连续合作实施西南、秦巴和西部三期世界银行
贷款综合扶贫项目。多个国际双边、多边机构与国
内政府、非政府组织合作实施了为数甚多的综合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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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开发项目、信贷项目、技术援助项目、合作研究
项目等。短短 5-6 年间，国际组织在华扶贫领域投
入约为 55 亿元人民币（李周等，2001），为早期
中国扶贫工作补充了资金，引进了方法。

经过 20 多年经济快速增长，进入 21 世纪的
中国步入一个多元矛盾交织互动的复杂时代，政
府调整了“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政
策，加强对人的关注和对贫困的关注，农业政策的
重大调整客观上加大了对减贫工作支持力度。在
专项扶贫领域，2001 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
农村扶贫和开发纲要（2001-2010）》（新华网，
2005），提出了至 2010 年的国家减贫目标。此阶
段重要政策和行动包括：实施整村推进、产业开发
和劳动力转移培训等三项重点工作。政府将扶贫瞄
准目标和资金分配从县级瞄准转移为村级瞄准，在
全国 14.8 万个贫困村实施扶贫资源到村到户的“整
村推进”措施，所覆盖的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
83%。将贫困县调整为 592 个，大多分布于中国西
部地区，在税收和扶贫资金发放等方面都享受优惠
待遇（张磊，2007）。同期，政府加强了对贫困
地区人力资本和社会发展的支持。尤其是 2004 年
启动的“雨露计划”，至 2011 年共培训贫困家庭
劳动力 400 余万人次（国务院新闻办，2011）。

这一时期扶贫领域依然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合
作，进入以综合性扶贫为主的全面合作阶段。据
官方数据，截至 2010 年，中国政府先后与世界银
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
和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以及国外民间组织在扶
贫领域开展减贫项目合作。扶贫领域共利用各类外
资 14 亿美元，共实施 110 个外资扶贫项目，覆盖
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 20 个省（区、市）300 多个
县，使近 2000 万贫困人口受益 ( 国务院新闻办，
2011)。

政策不断完善同时，减贫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
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支持。各级政府将减贫生计发
展的希望寄托于引入企业等产业化发展途径，相对
忽视社会保障方面投入（王晓毅等，2009），也
忽视了对中国现存以小农为主体的贫困群体针对性

支持，以至众多村庄难以形成完备的基层保障制度。
此外，扶贫资金投入效益并不乐观。学者比较扶贫
资金投入与贫困人口减少之间关系后指出，20 多
年间，国家扶贫资金投入的效益呈下降趋势（龚晓
宽，陈云，2007）。纵览过往 20 余年减贫历程，
立足于民间社会尤为关注贫困群体生计状况、发展
权利以及与全球贫困人群共同奋斗的角度，本文提
出以下四方面希望引起更多关注。首先，政策层面，
减贫政策针对性亟待提高。“整村推进”等重点专
项扶贫政策在全国近 15 万个贫困村统一模式实施，
缺乏回应当地实际需求的灵活应变性；其次，方法
层面。已为全国基层贫困地区广泛应用的参与式方
法大多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参与；第三，重点关
注群体层面。脆弱度高的妇女、青少年、残障人和
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支持政策长期单薄且缺乏针
对性；第四，纳入全球减贫框架层面。扶贫领域国
际合作的良好趋势如何保持和发扬，使得中国减贫
经验更多贡献于全球其它发展中社会。

中国减贫领域还面临着反贫困维度过于侧重经
济指标、对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新致贫因素
缺乏准备、贫困群体从“参与发展”到“内源发展”
的转型艰难、非政府组织参与减贫事业的空间有限
等严峻挑战，需要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和社会各
界通过社区试点、机制创新和政策设计等多种方式，
共同推动减贫事业迈向更具瞄准力、更富成效性和
更有拥有感的方向。

2. 20 年来中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和问题

2.1 政策层面。重点专项扶贫政策解决了基础设施
和生存发展等基本需求，但针对性和差异性亟待提
高。

整村推进极具政策代表性。该政策启动时间早，
2001 年，中国政府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和开发纲
要（2001-2010 年）》后，开始将扶贫目标和资源
配置由县级转向村级，整村推进政策应运而生。这
项政策覆盖贫困群体面广，截至 2010 年底，已在
12.6 万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其中，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中的革命老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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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边境一线地区贫困村的整村推进已基本完成。
再者，这项政策推动综合减贫指向明确。各地整村
推进都是利用较大规模的资金和各类资源，在较短
时间内使被扶持贫困村在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
施、生产和生活条件以及产业发展等多方面有较大
改善，并使各类项目之间能彼此配合以发挥更大综
合效益，从而推动贫困群体在整体上摆脱贫困，同
时提高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抵御
风险的能力。最后，政策效果得到政府高度肯定。
2007 年，整村推进被确立为中国农村开发式扶贫
的三大重点内容之一，2011 年颁布的《中国农村
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中，“整村推进”
依然是六大专项扶贫模式之一，将在未来十年中国
减贫道路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多方访谈可以看出，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认为
“整村推进”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尤其是改善贫困村基础设施状况起到了极大作用。
一项 2010 年的评估报告显示：在整村推进进展顺
利、投资量较大的贫困村，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在
1-2 年内能提高 50% 以上（图 1，国务院扶贫办，

2010）。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贫困程度
最深、贫困面最大的地区之一。该州扶贫办一位副
主任认为：凉山州整村推进工作是五管齐下——发
展土豆、玉米、畜牧业促进产业发展；进行石板房、
木板房和茅草房的住房改造；提供村与村之间大型
生计发展项目支持；综合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卫
生、禁毒防毒和防治艾滋病条件等，有效缓解了凉
山州整体性、区域性贫困问题（本文作者访谈，
2010）。 西北干旱山区的甘肃保安族农民这样评
价自己亲历的整村推进：扶贫以后，路好走了，以
前一下雨就没法走路；吃得也好了，可以到镇上买
肉和蔬菜了；项目上还贷款给我们村发展了暖棚养
殖业、保安腰刀生产……（郝苏民等，2010）。

在有效改进了贫困村基础设施状况、满足贫困
村民基本生存需求的同时，整村推进在政策设计的
针对性、贫困群体参与度、实施效果评估等方面需
要进一步提高。14.8 万个贫困村分布于中国如此
多样化生态与社会环境中，无论是西南喀斯特地形
区、西北干旱区、还是青藏高原地区，纷繁多样的
自然环境孕育出各具特色的生计类型，也应该量身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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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做的村庄发展规划。整村推进实施区域内大多为
少数民族居住区，但他们的文化与社会特质在整村
推进执行中带来的对接和整合问题，一直未纳入政
府设计与执行项目的考虑视角。作为到村到户的微
观社区发展规划，各地自然与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恰
恰是应着意考量的内容。近十年的整村推进政策是
全国一致性有余而地方特色结合不足。大多数开展
整村推进的村庄都进行了“村民参与式规划”，但
村民们更多是按照政府部门要求，在政府提供的框
架中选择发展项目，缺乏真正基于当地社区需求的
项目规划。整村推进实施十余年，对于该项政策给
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以及整体减贫带来哪些影响、
变化和效应的综合评估一直比较薄弱，这不仅影响
到实践中的修改调整，也给继续发挥此项政策减贫
的效力增加了不确定性。（图 1）

2.2 方法层面。社区参与已成为扶贫工作重要方法，
但贫困农民自下而上参与和影响的空间有限。

政策、制度和项目可视为反贫困的外力，村内
农民及村民组织的参与则为反贫困的内在动力。消
除贫困迫切需要农民切实参与到反贫困过程中，并
不断提高自身反贫困能力。参与式扶贫注重各利益
相关者共同参与，特别鼓励受益群体参与项目活动
全过程，提高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与其它部门相
比，中国扶贫部门与国际社会接触较早、合作较多，
因此，注重受益群体参与的“参与式”发展等理念
与操作方法在扶贫部门中较早得到接纳和推广。

20 世纪 90 年代，参与式发展被引入中国扶
贫领域。2001 年起经由“整村推进”实施平台，
参与式村级规划作为一项有效措施被普遍应用。
2005-2010 年间，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辖内凡 30 户以上自然村全部运用参与式
进行村级扶贫规划，共完成村级规划 1.5 万个。

政府扶贫项目对社区参与具体方法也进行了积
极探索。2006 年，扶贫部门开始在全国开展贫困
村村民生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由国家财政、地方
财政和农户按照不同比例共同投入，由村民管理小
组管理。基层扶贫干部认为，在参与整村推进项目

实施的多个政府部门中，唯有扶贫系统采取了社区
参与式方法，这是很了不起的贴近基层百姓的做法。
曾对多个国家重点扶贫项目进行效果评估的学者张
琦教授、王建民教授等认为：全体村民参与发挥最
充分的环节是讨论确定项目内容时。一项面向村民
调查整村推进实施中村民参与效益的分析表明，综
合评价项目规划与方案征询村民意见、对整村推进
规划编制的评价、村民了解资金用途情况、村民参
与实施工作、村民了解政府资金投入这五个方面，
整村推进的实施提高了村民对于自己村庄事务的参
与度，也增加了对政府扶贫工作的了解（张琦，王
建民等，2012）。项目实施过程中则由选出的村
民小组以上墙公示制度等途径负责监督。

长期活跃于中国扶贫实践的多家 NGO 也在不
断总结和反思社区参与。多家 NGO 共同认为，参
与式发展方法引入中国后，在农村发展项目中取得
了显著效果。但也其应用越来越技术化、模式化和
教条化，陷入本土化困境（李健强，2009）。扎
根贵州贫困农村的贵州和仁乡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吉家钦认为，20 多年来，政府扶贫办已经形成了
社区参与的工作视角，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
参与式方法仅限于项目实施时，有时也只是为了满
足资金支持方的要求。在项目之外，政府工作还是
以体制内的工作方式为主导。凉山贫困村彝族村民
自己的体会验证了这一判断：反正政府来了通知开
会，我们家也会去，去了就是说下咱村子里要做啥，
就让投票，反正都是为了村子好，让咱投啥就投啥
嘛。

由此可见，虽然参与式已成为扶贫部门工作的
规定动作，但中国尚未完成参与式发展本土化工作。
参与式发展的核心在于对弱势群体赋权、平等参与
和提高发展干预效率这三个目标，中国的扶贫发展
项目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偏离了这些核心目标（叶敬
忠，陆继霞，2002；明亮，2009）。政府官员习
惯于行政命令来推行发展项目，参与的定义被狭窄
化，甚至只被当作出席的代名词，赋权也被肤浅化，
村庄参与往往沦为“为参与而参与”。在 NGO 推
动的社区发展项目中，由于机构宗旨、筹款需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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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也出现引导社区村民按照机构提供的项目方
向确定具体内容的“表面参与”现象。

2.3 急需重点支持的贫困群体：妇女、青少年、少
数民族和残障人群

 对贫困群体分类是提高减贫瞄准性的基
础，它超越了简单的宏观结构分析和制度性分析，
重新聚焦于造成特定人群贫困处境的制度性因素。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21 世纪议程中，对于妇女、土
著人民及其社区（中国使用少数民族这一概念）、
儿童和青年这三大类群体设立了参与可持续发展的
方案和行动。中国政府在逐渐成形的“大扶贫”格
局中，也识别出妇女、少数民族、青少年和残障人
为特殊贫困群体。2001 年《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
白皮书首次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残障人和妇女，
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中的特殊贫困群体。”2011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规
定，“将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扶贫开发
纳入规划，加大支持力度”。一方面说明政府越来
越明确这些特殊贫困群体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针对各类特殊贫困群体的具体减
贫政策和措施一直进展有限。在中国语境下，“特
殊贫困群体”减贫已明确定位是“大扶贫”减贫格
局的组成部分，机制上面临着如何在教育部、妇儿
工委、残联等部门普惠性政策中凸显对相关贫困群
体支持的特惠政策设计挑战。与此相对应，国内一
些 NGO 在针对各类特殊类型贫困群体行动中，开
展了比较丰富的实践探索和行动研究，将已经成长
于社区的支持方式上升为政策参考，应是未来中国
特殊类型群体减贫的重要内容。

下文展开分析少数民族群体中减贫发展与文化
传承的矛盾与张力。

中国少数民族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约为 8.49%，
但在贫困总人口中一半以上是

少数民族。世界银行对中国贫困状况的基本判
断之一也为“中国的贫困情况主要集中在西部省份、
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世界银行，2009），国
内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减贫问题实际上是少数民

族减贫问题”。
针对民族地区的政府扶贫行动始于第一个农村

扶贫开发纲要期间（2001-2010 年）。这份纲要明
确将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十年间安排专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67.39 亿元；扶
贫部门与国家民委合作编制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
发展规划（2005-2010 年）》、《兴边富民行动
“十一五”规划》，完成了全部少数民族整村推进
村工作。此外，扶贫部门还通过劳动力转移培训、
安居工程、信贷等各项扶贫模式加强向少数民族贫
困地区倾斜。针对民族地区贫困成因多样化的特点，
政府先后开展了不同类型试点，寻找解决问题的有
效途径。如西南喀斯特地区水土流失与综合治理减
贫、贵州晴隆的草地畜牧业试点、四川阿坝州地方
病防治与减贫、新疆阿合奇的边境扶贫工作试点等。
在政府主导的减贫成效中，2001-2010 年，民族八
省区低收入规模从 3076.8 万人减少到 1034 万人，
少数民族重点贫困县农村人均纯收入由 2002 年
的 1219 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3131.3 元（编写组，
2012）。消除民族地区绝对贫困现象是政府减贫
的主要成就，但如何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特点相结
合，如何更有效激发少数民族社区内部减贫动力等
问题，一直是影响政府在这类地区减贫成效的重要
因素。恰恰在这些领域，NGO 做出了可贵探索。

视角优势是 NGO 介入减贫的独特价值之一，
尤其在具有丰富文化多样性的少数民族地区，
NGO 对本土知识体系、文化价值和传统生计模式
的理解，强调挖掘“本土价值”等理念和方法，弥
补了政府扶贫模式中过于偏重经济维度的不足。在
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生态与文化多样性丰富的贵州
省，草根 NGO“贵州乡土文化社”致力于推动苗
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社区发展。
他们开展了“白兴瑶族绕家民族手工艺发展与生计
改善”项目、“苗族青年重走迁徙路”等；同处西
南省份的四川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则别出心
裁招募能歌善舞的彝族村民组成文艺表演团，排演
彝语歌舞剧反映遭受毒品、艾滋病冲击下彝族贫困
村民的痛苦与呼声，在凉山彝族村寨的巡回表演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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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当地村民热烈反响，之后也应国家民委之邀在其
它民族社区巡演。

中国的少数民族减贫，不仅面临贫困面大、贫
困发生率高等数字指标，更是为久已浸染的进化论
思潮所限，缺乏一种整体性理解少数民族地方性知
识体系的发展观。由此往往将少数民族文化要素工
具化、符号化、卖点化，将文化多元定位为服务于
市场的手段，而非少数民族自身安身立命之本，于
是为了一个经济发展目标而将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
性和多样性随意操作、删减。为数甚众的少数民族
群体不断处于久扶不脱贫、脱贫又返贫的循环困扰
中，这种基于现代化工具理性思维出发从而缺乏社
会文化因素考量的反贫困理念应负主要责任。少数
民族减贫尤其要警惕唯经济指标的路径。如果减贫
成果的递增与文化多样性发展成反比，那不仅是少
数民族减贫的悲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悲哀。

2.4 国际合作：引入了资金、理念和方法
扶贫系统是中国政府各部门中与国际社会对接

最早、往来最为密切的部门之一。早在 1981 年，
联合国系统的国际农发基金首先启动在华援助国际
项目（国务院扶贫办外资中心，2005）。如前文
所述，各类国际组织参与中国扶贫开发客观上增加
了资金投入总量。至 2010 年，中国扶贫领域通过
与各类国际组织合作，共利用外资 14 亿美元，加
上国内配套资金，直接投资总额近 200 亿元人民币。
中国政府高度肯定外资给予中国扶贫事业的支持，
认为国际组织对于中国贫困地区的投资，在一定程
度上补充了财政能力较低的西部地区的政府投入，
促进了贫困人口增加收入和解决温饱（国务院扶贫
办外资中心，2005）。

与资金引入相比，社会各界对于经由国际组织
引入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持更积极评价。外资扶
贫将国际上一些先进的减贫理念和方法，例如参与
式扶贫、小额信贷、项目评估和管理、贫困监测评
价等，逐步引入并应用于国内扶贫实践中，在中国
创新扶贫机制、提高扶贫工作水平、开发扶贫队伍
人力资源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国际 NGO 参

与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不仅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
同时也试图通过发展项目活动和组织实现农户参与
决策和监督，体现公正、公平和公开的民主机制。
因此，自下而上的参与式途径一直是国际 NG0 在
中国的扶贫开发中倡导的工作方式（黄承伟，蔡葵，
2004）。香港乐施会在中国大陆开展扶贫与救援
工作 20 余年，其现任中国项目总监廖洪涛认为，
相对于资金进入，国际组织带入中国的参与式、社
会性别平等工作视角，以及小额信贷、项目资金管
理等工作方法具有更重要价值和意义。由于绝大多
数国际组织只能通过与各级政府部门合作实施项
目，双方合作过程中，这些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和理
念逐渐为政府各级扶贫工作人员所了解、理解并采
用。

3. 未来十年：中国减贫任重道远

2011 年底，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新的扶贫标准
线 2300 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据此，全国农
村扶贫对象人数达 1.22 亿，占全国总人数（不包
括港澳台地区）的十分之一。而按照世界银行贫困
标准线，中国贫困人数更为庞大。扶贫标准依然低
于国际常用贫困线、扶贫资金管理机制需改进、贫
困监测需细化、减贫效果评估不足等诸因素已为政
府扶贫部门和学者们所普遍关注。前文我们也从重
点政策、减贫方法等维度讨论了减贫领域的得与失。
面向未来十年，民间社会的多种声音提出在中国消
除贫困的努力中，还应认真应对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3.1 反贫困维度中过于侧重经济指标。
中国反贫困成效在经济指标方面取得了令人称

赞的效果。但这种以自然资源、低廉劳动力为代价
的发展方式无疑是难以持续的。中国目前贫困主要
集中分布于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将之确定为
14 个跨省境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未来十
年扶贫投入重点区域，这些特殊困难地区大多位于
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预见，如果依然延续以
往减贫路径，不积极提高扶贫工作中的文化敏感性
和适应性，未来十年扶贫开发很可能落入“期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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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弱”的窠臼。
2008 年，联合国八家机构同国家民委联合近

100 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实施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少
数民族文化与发展联合项目——“中国文化和发展
伙伴关系（CDPF）”，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大量
聚居的四个省市自治区即云南、贵州、青海和西藏
开展试点工作。项目成果之一为提出了“基于文化
的发展观念”，从理念层面辨识现有政策不足，从
实践层面提出在文化多样性丰富的贫困地区实施发
展项目的主要原则。这些努力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
出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中国后发展地区政策考量的
迫切性和必要性。

3.2 对新致贫因素的研究和应对政策均比较薄弱。
自由贸易带来的发展中国家过多过快开放市

场、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等，直接或
间接提高了中国贫困群体的脆弱性，令贫困群体在
承受着最终的代价，而应对这些新致贫因素的研究
和政策设计均显薄弱。

据香港乐施会支持的研究显示，作为全球最大
的棉花生产国与消费国，中国有一亿多农村人口以
植棉为生，对棉花生产集中的中西部七省区的调研
显示，样本农户家庭 35% 以上现金收入来自于棉
花，其中新疆南部地区农户对源于棉花的现金依赖
度达 70% 以上。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市场快速
开放冲击了棉花小农的盈利空间，令棉农家庭特别
是贫困地区对棉花依赖度高的农户家庭生计、子女
教育、医疗保障等生产生活各方面均深受负面影响
（乐施会，2009）。

新的致贫因素需要学界提供扎实的研究支持，
需要 NGO 基于社区的干预试点并形成经验，多方
支持提高政府对于新致贫因素危害性的了解度，最
终推动政策设计的回应。

3.3 加强贫困群体发展主体性，实现从参与式到内
源式的转变。

横向比较中国政府各部门，扶贫系统是与草根
社区联系最密切的部门。参与式扶贫规划也已成为

政府的主要工作方法之一。但是，贫困群体参与选
择和决定发展项目的空间依然存在表面化、走过场
的问题。众多的贫困人群认为是“政府让去参加开
会，就去了嘛”的被动参与比较普遍。

已有的减贫实践中，未能有效发挥村民组织和
村民的减贫主体性。无论是村政治组织（村两委、
村民代表大会）、经济组织（合作社、农协等）还
是文化组织，在现有参与式规划中的作用往往限于
配合基层政府和扶贫部门收集和反映信息、执行基
层政府决定组织村民实施项目等，鲜少被赋予资源
和权力。难以实现贫困群体发展主体性的另一障碍
在于：作为“被扶助对象”的贫困户的诉求，往往
被符号化为众口一致的“脱贫致富”，他们真实的
声音经常被弱化甚至忽略，他们的具体问题也常常
没有收到关注和回应，他们的现实诉求又往往被批
评为“短见”、“自私”、“小农思想”……因此
需要被“改造、教育、转变”。这种现实存在的对
贫困群体的“污名化”，其实是缘于外来扶贫力量
缺乏不同于主流的视角——用农民和村组的眼光，
由内而外、自下而上地去考虑如何克服贫困，追求
从“赋权当地”到“内生发展”的路径调整。没有
贫困农民和村组的真正参与，扶贫工作始终会存在
“主体缺位或虚位”问题，也就缺乏创新和建设的
内生原动力。

3.4NGO 参与扶贫的工作空间缺乏法律和制度保
障，社区实践经验转化为国家政策的渠道狭窄。

在政府政策框架中，NGO 参与扶贫属于“社
会扶贫”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扶贫“三位一体”
大扶贫格局的组成之一，社会扶贫就是指社会各界
参与扶贫开发，从不同角度扩大扶贫资源，提高扶
贫工作水平。主要内容包括：定点扶贫（各级党政
机关为主体与某具体贫困点的对接）、东西协作扶
贫（东部经济发达省市与西部经济后发展省市直接
的对接）、发挥军队和武警部队作用、动员企业和
社会各界参与。可以看出，政府界定的社会扶贫依
然是以资金、资源整合为主要导向，对于 NGO 在
社区实践中探索、积累的大量经验和教训不仅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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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吸纳进去，而且 NGO 在社区的动员还时常面临
政府部门严格监管的尴尬局面。

4. 政策建议

4.1 加强从多个维度识别贫困的工作。国际社
会已越来越多意识到：收入或者消费贫困仅为贫困
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国家减贫战略与政策中，应加
强对收入或消费贫困之外的贫困维度。未来十年，
可考虑在 14 个国家重点减贫区域中选择条件合适
的地区开展试点，将教育、健康、饮用水等其他非
收入维度的贫困都纳入贫困监测指标体系中，并逐
渐形成中国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4.2 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残障人等特殊贫困群体
的针对性支持政策。除了目前实行的针对不同贫困
群体的项目式扶贫途径之外，应加强探索在部门普
惠性政策中如何增强对于特殊贫困群体支持力度的
方法，如在国家教育政策、卫生政策等领域，并应
推动试点研究如何将这些普惠性政策细化提供给贫
困地区，从而提高贫困群体的政策可及性，并间接
提高减贫效益。

4.3 确立贫困社区的反贫困主体性，注重贫困
群体自我减贫能力的提高。政府主导的资金资源投
入式扶贫对于消除绝对贫困行之有效，在目前已经
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相对贫困更为凸显的中国
农村，培养村民的可行能力，让贫困群体有能力自
己负起责任，将会成为新减贫阶段成效的重要保障。
再者，未来十年政府减贫重点将以片区为重点，如
果不能充分发挥基层贫困社区的发展动力，在“片
区”与“社区”之间很可能出现扶贫错位的误区。
因此，应考虑将贫困村减贫与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相

结合，为贫困人群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负责村庄减
贫提供政策和机制平台。

4.4 通过机制创新、资金分配等途径，加强与
NGO 合作，注重社区减贫经验对于国家政策调整
的参考和转化。NGO 在中国扶贫领域的作用和价
值长期被低估，新的减贫阶段应尝试通过立法、购
买服务等政策和机制创新，为 NGO 提供更为广阔
的工作空间。除减贫实践之外，对于 NGO 在村庄
实践中产生的经验和教训，亦应加强分享和交流，
以提高对于国家扶贫与发展政策的借鉴意义。众多
NGO 在继续发挥自己根植村庄贴近现实的优势以
外，亦应重视提高专业能力、重视草根经验总结对
于国家政策调整的借鉴力。

5. 小结

本文分阶段简要回顾了中国减贫 20 余年的风
雨历程。中国取得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减贫成果，与
本国扶贫政策不断系统化、扶贫目标不断精准化、
政府主导各界支持、国际组织密切合作等因素密切
相关。本文选择以整村推进为代表的政策层面、以
社区参与式方法为代表的方法层面、以密切国际合
作为部门工作特色的工作机制层面，以及聚焦少数
民族群体现阶段贫困状况，通过政策梳理、官员评
价、学者研究和村民话语等多个角度，展示中国减
贫成果并反思不足。展望未来，在新十年减贫阶段
刚刚起步之际，中国减贫领域应加强与国际视野对
接，在贫困的多维度识别、新致贫因素研究与应对
等方面着力发展，并应加强国家经验对其他发展中
国家减贫的分享交流。最后，本文从民间社会视角，
提出面向未来十年中国减贫新阶段的政策调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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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去 20 年中国的消费和生产过程拉动了经济
的增长，但与此同时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也日益
增大。在中国过去 20 年最大的环境破坏的起因之
一是不可持续的工业生产模式 , 中国的《循环经济
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的颁布和实施，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在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
产等方面的努力，但在中国《循环经济法》的执行
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认识还不到位，相关职能部
门分工不清，企业责任没有落实，公众参与机制也
不健全。所有这些问题需要中国政府和社会强化对
企业的监督，并通过出台和完善配套法规及条例来
促进上述法律的落实。在消费方面中国城乡收入在
过去 20 年有了大幅提高，中国人的消费行为和理
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了中
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促进了消费的增长，中国
居民的机动车保有量大幅提升，但也加剧了交通的
恶化和空气污染。如果不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中国的环境问题以及社会不平等现象将进一步加
剧。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与生产模式的解决方案包
括 : 大力促进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 关注产品和服
务的整个生命周期 , 执行和改进家用电器和绿色产
品的环保标准 , 为民间组织提供更多向消费者倡导
可持续生活方式和可持续消费选择的空间 , 大力提
升社会公众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动 . 

大事记：

1.1994 年 3 月 25 日，《中国 21 世纪议程》

经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将可持
续的消费模式和能源生产作为重要内容进行了阐
述。

2.2002 年 6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并于 2003 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2011
年 10 月 29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修正案（草案）》，并向社会各界征求修改意见。

3.2002 年 10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会常
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该法于 2003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

4.2003 年 12 月 12 日，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实
施中国环境标志制度，对流通于市场的产品进行环
境标志认证，以推动全社会的环境意识，促进可持
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

5.2004 年 6 月 ,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
会、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等六家机构联合发出倡
议，建议在夏季用电高峰期将空调温度调至不低于
26 度，以节约能源，并缓解气候变化、空气污染
等问题，得到了 40 多家民间环保组织的支持和响
应。

6.2005 年 建设部倡导并开展“中国城市公共
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每年推出活动主题，推广
可持续交通建设。

7.2006 年 6 月 1 日，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
促进会和美国环保协会在北京共同向全社会发出倡
议，选择“绿色出行”。随后，在 2008 年北京奥

2.2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发展模式、 
技术创新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文 | 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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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会以及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推动全民参与
绿色出行。

8.2008 年 6 月 10 日 -12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部、财政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欧盟
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可持续消费国际研讨会”在北
京隆重举行。

9.2008 年 8 月 29 日 ,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循环经济促进法》。

10.2009 年 12 月， 200 多位中国企业家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表了中国企业界哥
本哈根宣言，表示通过自身行动来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推动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 综述

中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迅猛，
尤其是在过去的 20 年里，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
断推进。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的是自然资源
的大量消耗，环境质量直线下降，未来的经济发展
受到资源环境的严重束缚。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是一
个跨领域问题，既与经济和环境有关，也与社会和
伦理关联 , 本文试图应用生命周期理论对于我国的
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对于某个产品而言，生
命周期就是从自然中来、再回到自然中去的全过程，
也就是制造这个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的采集、加工
等生产过程，和这个产品的贮存、运输等流通过
程，以及该产品的使用过程以及其被废弃后回到自
然的过程，这些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品生命周
期。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不管
是发达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都要
重视可持续消费与生产问题。本文意在介绍中国从
1992 年至 2011 年 20 年间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变化，
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并提出在中国推
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政策建议。

1.1 中国生态足迹  是本国生物承载力的 2 倍
根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世界自

然基金会所著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 2010》(WWF，

2010)，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生态足迹（一
种对自然资源消耗量的指标）与生物承载力的比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不断上升趋势。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生态足迹与生物承载力之间的平
衡就开始遭到破坏，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生
态足迹不断超过生物承载力，到 2003 年，中国已
经消耗了多于其自身生态系统供给能力两倍多的资
源，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生态足迹与欧盟 27
国的生态足迹相当，仅次于美国，是第二大生态足
迹国。到 2007 年，中国需要 2.2 倍于本国的生物
承载力来支持生物资源的消费和吸收 CO2 的排放
（WWF，2010）。

1.2 水资源利用
中国拥有较为丰富的水资源，但随着工业的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用水量和生活用水
量不断上升，用水总量不断增加。农业始终是中国
用水量最大的行业，过去十年里年均用水量超过
3500 亿立方米 ( 见图标 1)。传统的农业灌溉方式
不仅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也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服
务业的不断发展，不仅水的消耗大量增加，而且由
于人们节水意识的淡薄，水资源浪费的现象也非常
严重。中国已是世界上人均水资源量最贫乏的国家
之一。2011 年，中国政府颁发了历史上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和节约条例，遏制水资源的浪费，保护
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1.3 工业污染和资源消耗

中国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排污，例如
废水废气废渣，不仅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也
加剧了资源的消耗速率，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举例
来说，工业生产不仅造成水的消耗增加，也使得水
体污染日益严重。根据 2007 年的统计数据，共计
3030 万吨的污水主要来自工业生产过程。这表明
大多数工厂不遵守循环经济的要求和环保标准。自
2001 年以来，中国开始建立生态工业园区网络。
所谓生态工业园区是根据循环经济理论和工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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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原理设计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是生态工业
的聚集场所，其建立的主要原则是园区中一个工厂
的废弃物可以作为其他工厂的资源。2001 年 8 月，
国家环保总局批准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
范园区在全国首批试行。截至 2011 年 11 月，中
国政府已建立了 60 个国家生态工业园区，包括 15
个国家示范生态工业园区以及 45 个国家试验生态
工业园区，这些生态工业园区支持整个工业园区获
得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些生态工业
园区在推动不同行业的低碳发展，如苏州工业园区
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推动绿色建筑、低碳交通
和服务性行业 (Shi, 2012)。

目前 , 在中国至少有 1568 个国家和省级的工
业园区。中国的认证程序对使用生态工业园区的标
志具有严格要求，严防缺乏真正的环保承诺和不合
乎生态工业要求的工业园区悬挂生态工业园区的标
志。然而，对国家试行的生态工业园区进行评估和
确认的最大障碍是缺乏量化的标准体系。另外 , 目
前获得认证的生态工业园区的数量也仍然太少，仅
占中国所有工业园区数量的大约 0.38%。中国大量
的工业园区仍然在高强度地消耗资源和高污染排
放。根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2006》中国
单位 GDP 的资源使用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1.9 倍。

中国在发展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背景下，在 59 个国
家当中排名第 54 位。此外，中国单位 GDP 用水
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254 倍。中国单位 GDP 用
水的效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约 80％ (UNESCAP, 
2009)。

1.4 粮食生产与化肥使用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耕地面积曾出现

急剧下降，由于政府不断强化对耕地面积保护的政
策，耕地面积得以恢复。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过去
20 年里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尤其是从 1999 年到
2003 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不断减少，与此相伴
的是粮食产量下滑。随着粮食播种面积稳步攀升，
2008 年，粮食产量已稳步上升并突破 5 亿吨 ( 见
图表 2)。

然而，粮食产量稳步攀升的同时伴随着的是
化肥的大量使用。在过去的 20 年里，中国化肥用
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分别在 2003 年、2007 年、
2009 年和 2010 年超过了粮食产量，并继续持续
上升（中国统计年鉴 2011）。化肥的大量使用在
消耗能源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污染地
下地表水之后，并引起土壤板结，破坏环境，也同
时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图表 1: 中国用水总量变化趋势（2000-2010 年）（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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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家庭消费趋势
中国人的家庭消费经历了几次变革，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上世纪 80 年代，人们的消费基本处于
满足温饱状态，主要消费领域在食品和日常生活用
品方面。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人们开始注重改
善生活品质和扩大需求范围，在日常饮食消费中对
肉蛋奶特别是水产品的消费开始增加。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国民饮食结构日趋多元化，除对肉、蛋、
奶的消费不断增加外，对水产品的消费也日益增加
（见图表 3）。人们对肉、蛋、奶的消费持续提升，
势必会对资源环境造成压力，同样相对有限的海洋
资源和淡水资源不可能永久提供不断上涨的产品
量，对水产品需求的持续上涨也会对海洋和淡水资
源构成一定的威胁。

同时日常生活产品也升级换代，电视、冰箱等
大件用品开始进入百姓家庭。进入 21 世纪，人们
的消费方向开始向高端产品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消费汽车、数码产品、高档化妆品，对奢侈品的
消费欲望也不断提升。消费观念和行为的改变一方
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资源环境带来
了新的负担。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造成城
市废弃物大量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中国的城市废弃物强度水平持续下降，从 1990 年

每千美元 GDP 的 0.19 吨到 2006 年
的 0.06 吨。然而，它仍远远高于日
本的 0.01 吨和韩国 0.02 吨的水平。
这表明需要进一步努力做到垃圾减
量、分类和改善回收体系 (UNESCAP, 
2009)。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贫富差
距过大，直接导致了少部分人的过度
消费与大多数人的消费不足。近 20
年来，中国城市与乡村的收入差异呈
上升趋势。1992 年，城镇居民收入
(2026.6 元 ) 是乡村居民收入 (784 元 )
的 2.5 倍，2010 年，城镇居民收入
增加到乡村居民收入的 3.3 倍 ( 国家
统计局 , 2011)。此外，还存在城市

图表 2：中国粮食产量与化肥用量对比（1992-2010 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和乡村家庭之间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不同之处不
仅在于资源和能源消耗的数量，而且在于家庭直接
消耗和家庭间接消耗对环境的影响的差异。关于能
源消耗对环境的影响，城镇居民的间接能源消耗对
环境的影响是直接能源消耗影响的 2.44 倍 . 农村
居民的直接能源消耗对环境的影响是间接能源消耗
的 1.86 倍 (Wei et al., 2007)。这些数据表明，城
市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是资源消耗增加的主要原因。

过度奢侈消费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2009 年 ,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
消费市场，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
消费市场。过度奢侈浪费与勤俭节约精神格格不入，
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背道而驰。1994 年，中国
征收消费税的商品税率介于 3％和 45％之间。这
些商品只是高档奢侈品，却不是资源环境和健康友
好型产品。遗憾的是，中国的奢侈品消费税至今也
没有起到遏制奢侈商品消费的效果。

 
2. 中国消费和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在本节中，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如何促
进中国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第一、资源外部成本
内部化；第二、可持续消费与中国传统文化；第三、
消费与生产发展战略制定中的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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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资源外部成本内部化
目前，中国资源的环境成本并不能如实反映利

用资源的真实生态成本。由于并没有将资源性产品
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造成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
纳入到成本中，因而其市场价格并不能真实反映其
成本。政府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资源性产品的
价格。价格体制对公众消费的影响是通过产品和服
务的价格信号传递出来的，目前的价格体系无法全
面地反映资源环境在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
成本，使得公众在消费时无法理性地选择对资源环
境友好的产品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可持续
消费理念和习惯的形成和普及。征收生态消费税将
企业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形成合理的激励和约束
机制，这是实施工业行业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十分
关键的措施。

2.2 可持续消费与中国传统文化
虽然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绿色消费的概念

正在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但中国的新兴城市中消费
者的消费观念还停留在追求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
追逐中国大城市和西方消费者的脚步上。中国大城
市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特点是通过增加物质财富和
浪费性消费来体现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俭朴的
生活一直被认作美德，但如今很多传统生活习惯正

在被颠覆，由社会主义教育，到消费主义和个人主
义，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不断地物质化。中
国传统文化重精神追求轻物质享乐的基本价值观已
经被摧毁。

从现代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是提
倡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 , 特别是儒道佛三教包含
很多与可持续消费有关的概念。例如， 儒家思想
“中庸”的概念鼓励的就是节制和自我控制，儒
家的和谐思想支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取向，
提倡集体主义和团结精神，都是有否定消费社会
“炫耀性消费”、社会竞争以及不可持续的生活
方式的；中国的道教和佛教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和
谐关系。道教和佛教强调“少私寡欲”与适度消
费和节俭的理念和意识 ,“少即是多”的生活理念，
可以让我们重新评价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特别是 佛教素食文化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深远
的影响，不只是节俭，更是健康的饮食理念。中
国大力发展经济的 30 年来，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
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伴随而来的却是不健
康的饮食习惯，人们从享受肉食到过度消费肉食。
当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人们才认识到过度肉食消费的危害。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食用素食，素食文化正在悄然崛起，
引领新一轮的饮食消费潮流。

 图表 3：中国水产品产量变化趋势（1992 年 -2010 年）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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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消费与生产发展战略制定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在消费与生产政策的决策过程中起着

重要作用。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是确保公众真正参与
的先决条件。中国的民间组织是推动公众参与可持
续消费和生产的政策制定以及对政策落实的监督的
重要力量。中国的 NGO 正在尽力采取一些措施 , 
以遏制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促进可持续的
生活方式和企业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下面介绍两
个民间组织推动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案例。

案例一：绿色出行

2006 年，由中国民促会和美国环保协会共同
发起了“绿色出行项目”。该项目源于美国环保协
会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的“交通来源空气污
染物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课题研究，研究发现交
通出行带来的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人体健康，特别是
容易引发呼吸道和肺部疾病，同时它也是碳排放的
主要来源之一。“绿色出行项目”提倡各界人士乘
坐地铁、轻轨、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上下班；提倡
拼车或者乘坐班车上下班；提倡拼乘出租车；尽量
减少自驾车的使用等，以减少空气污染，降低碳排
放。为了在全国推动绿色出行，该项目在全国 20
个大城市建立了绿色出行网络。为了促进公众亲身
感受自身行为对碳排放的影响，以进一步提高公众
参与项目的积极性。

2008 年，结合北京奥运会，该项目和清华大
学交通研究所合作推出了绿色出行碳计算器。在
奥运交通限行期间，共有 70 家单位、81640 个人
参与此项活动，共减排 8895.06 吨二氧化碳，相
当于 4860 立方米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吸收的二氧
化碳。2009 年 8 月 5 日，上海天平汽车保险公司
购买了奥运绿色出行 8026 吨碳指标，中和其成立
以来的碳排放，这也是国内首笔自愿碳减排指标
（VER）交易。该笔交易同时促成了中国民促会绿
色出行专项基金的成立。绿色出行基金自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推广绿色出行的理念，以世博会、亚运
会、大运会和花博会为背景，以低碳交通卡和绿色
出行林等各种活动的形式深入到企业、学校和社区。

2010 年，绿色出行写入“绿色北京”行动计
划 (2010-2012 年 ) 和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深
圳市政府将 2012 年定为绿色出行年。2011 年 10
月绿色出行基金启动了“新青年新展望低碳南非 
Let’s go!”线下宣传和线上活动，直接覆盖人群
达到 500 余万人，成功吸引了众多热心环保的公
众参与活动。

绿色出行项目以出行为立足点，不断探索推动
公众可持续消费的模式，总结出了以科学研究为基
础，以推动公众参与为主线；与大型国际活动合作，
抓住“重大事件”的契机；把握国际形势，接近和
影响“决策层”；利用各种形式的媒体，扩大影响；
邀请有影响力的名人作绿色出行形象大使，发挥公
众人物的效应等有效的经验。

案例二：绿色选择

2007 年，绿色选择联盟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发起，从 21 家民间组织参与发展到 41 家民间组
织响应，开启了民间与企业的对话。绿色选择联盟
从生产 - 消费的末端——消费者入手，倡导公众在
消费过程中考虑企业的环境表现，在污染企业尚未
证明已经改正之前谨慎选择其产品，用自己的购买
权力促使企业改进其环境行为。绿色选择联盟所采
用的基础工具是两张污染地图：水污染地图和空气
污染地图，截止 2012 年 4 月，这两张地图里共收
录了 5000 多家企业的 97000 条违规排污记录，其
中包括 70 多家跨国公司。绿色选择联盟的工作手
法是通过污染地图上的企业违规排污记录，追踪到
污染源所属企业，并对企业所在供应链进行研究，
确认排污企业与品牌企业的供货关系，然后与品牌
企业进行沟通，并要求其进行整改和开展第三方审
核。

绿色选择联盟的第一个行动目标锁定在多次引
发重金属污染事件的 IT 产业。其中引起轰动的是
苹果公司对污染事件的漠视态度。绿色选择联盟召
开的“为苹果清毒，拯救白雪公主”的新闻发布会
引起媒体报道、网络互动和微博转发高潮，同时引
发了大批以大学生为主的消费者写信或留言，使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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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公司感到了多重社会压力。但是，苹果对民间组
织提出的供应链污染问题依然一味回避，消费者表
达的力量依然极为有限。当然，最后在舆论的压力
下，苹果和绿色选择联盟于 2012 年 1 月 28 日对
话后，事情有了明显进展。苹果公司承认中毒事件，
表示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联建集团受污染伤害的员
工得到了赔偿，苹果的某工厂表态投资 80 万元人
民币将工厂附近已污染的河流彻底清淤。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苹果公司不仅要注重供应
链管控标准的建立，更要注重供应链管控标准的实
施。苹果公司应该做好供应商筛选和管控工作，增
强供应商在业务执行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综合能
力。绿色选择联盟希望在中国有工厂的企业做好自
己企业的污染控制，大品牌加强供应商管理，遇到
问题应该积极面对，而不是遮掩、回避、推脱。

3. 全球视野下中国可持续消费与生产问题和挑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工
厂”。当时中国商品的消费者主要在美国、欧洲和
其他一些发达国家。2012 年，中国“世界工厂”
的地位没有改变，同时还成为主要消费国家。这种
发展模式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
国国民消费的增加促进了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之间
的平衡；另一方面，物质和资源消耗的增加对环境
和生态系统造成了压力。而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
的国内需求，中国将越来越多地依赖国外进口的粮
食、煤炭、木材等资源。促进国内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模式将有助于减少对海外资源进口的依赖。

3.1 巨大的能源消费总量急需得到扭转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2011 世界

能源统计年鉴》统计，中国在 2010 年已经超过美
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一次能源消费
量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9.06%
上升至 2010 年的 20.26%，增加了 2 倍多。而中
国的煤炭消费占世界的比例从 1992 年的 26.01%
上升至 2010 年的 48.19%，20 年间比重将近翻番。

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庞大的人口基数，使

得能源的供应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中国的能源
结构以煤为主，长期依赖化石能源以及进口能源，
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相对有限的资
源无法承载中国长期高速的经济发展。因此必须转
变经济发展依赖化石能源的模式。

3.2 通过国际合作促进中国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不仅严重消耗着地

球的资源和环境，也给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
峻的后果，如不断高涨的油价、环境污染和退化以
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
开国际合作，通过凝聚各国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提
倡和普及清洁生产、绿色经济、低碳生活等生产和
消费的模式，将极大地推动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普
及。在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诸多领域，发达国家由
于较早地经历了经济的繁荣，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人
们的生活水平都处于相对较高的阶段，掌握着较为
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人们的消费理念也趋于理
性。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所掌握的技
术和形成的理念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向发展中国家
转移，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各领
域的能力。

3.3 中国人均消费的提高对世界资源的贡献与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

的发展，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一方面提高了对
世界资源的利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源要素流动
的不平衡。中国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大大促进了其
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但也同时加
速了资源要素的不合理流动，尤其是对奢侈品和高
档商品的消费使得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进一步加剧。

4. 政策建议

本文对中国政府推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提出以
下政策建议：

4.1 大力促进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通过适时
修改和完善《循环经济法》等法律，强化对企业的
监督和引导，通过完善财税价格体系与征收生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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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税，使得资源环境要素能够真实地反映在市场经
济活动中，促进企业发展清洁生产对于提升企业
未来竞争力的积极作用 , 将企业环境外部成本内部
化。

4.2 提倡有选择性消费和有限经济（生产）增长。
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传统的消费方式和生产
方式追求的是无限增长和刺激消费，加上人口持续
增长的压力，使资源的承载能力受到破坏并下降。
如何去考虑自然资源承载力的可再生能力来满足人
类的需求是值得探讨的。政府和企业希望经济长久
保持在很高的增长水平上，并利用各种政策和手段
维持高增长、不断地刺激和鼓励人们的消费欲望。
显然这种高增长的生产模式和高欲望的消费模式都
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政府的长期发展规划和政
策制定上，要建立合理的有限的增长方式，鼓励有
限的和选择性的消费理念和行为。

4.3 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需要关注产品和服
务的整个生命周期。引进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命周
期分析方法，生命周期评估必须在产品设计阶段就
予以考虑。此外，需要多加关注产品生命周期的最
后阶段，特别是新产品，比如含有重金属的紧凑型
荧光灯。

4.4 执行和改进家用电器和绿色产品（包括食
品和服装）的环保标准，提高产品标签和环保信息
系统的透明度和可靠性，促进环保节能产品的宣传 , 
提高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认识和信任。

4.5 为民间组织提供更多向消费者倡导可持续
生活方式和可持续消费选择的工作空间。此外，民
间社会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发挥他们监督污染行业的
职能，并将污染信息提供给消费者，通过消费者的
购买行为来有效地影响企业的行为。

4.6 为促进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提供更多可选择
的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如杭州的城市自行车租赁
系统，就是这种商业模式的一个成功范例。

4.7 大力提升社会公众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的意识和行动，通过政策的积极引导，使得公众在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够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从点滴做起，自下而上地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有必要提供更多经费用于研究中国消费
者的消费行为和态度，为促进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设
计有效的干预措施。制定限制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
活方式的社会政策，如在各大城市实施的汽车限行
政策。

小结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不仅需要技术创新，也
需要重新考虑目前的发展路径。仅仅推动绿色消费
是不够的，解决不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问题也需要
有关生活质量、幸福感和文化的社会舆论氛围。促
进可持续消费也将解决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社会不平
等问题。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自下而上倡导可持续
的生活方式的行动也是必要的，政府应推动清洁生
产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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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而公共卫生工作的目的
是保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享有健康。自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政府逐步重视公共卫生工作，进行了多
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非典之后加大了对疾病控制
系统的建设，在应对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上取得了
不少成绩。公民社会组织应该在公共卫生上发挥更
多的作用。例如艾滋病防治过程中，公民社会组织
的工作覆盖健康教育、治疗、关怀和政策倡导等各
方面。特别在感染者及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和公民
社会组织参与决策等原则和机制的保障下，政府有
关部门开始着手解决NGO注册问题，逐步探索购
买服务和搭建沟通机制等问题。

但是，中国在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减少公民疾病负担和应对食品药品安全、环境
与健康等问题上仍存在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我们建
议政府在卫生有关的决策中建立以民为本的原则，
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加大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的
投入，同时促进机制和体制的变革，鼓励民间组织
参与，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保障城乡居民都能获得基
本卫生服务的医疗体系和保障制度。

大事记：

1.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首先报告了中国境内
第一例艾滋病病人。1989年云南吸毒人群中共发
现HIV感染者146例，这标志着艾滋病已由从国外
输入发展到在国内的播散。

2.1997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

2.3 公共卫生：把公民健康放在首位

文 | 蔡凌萍

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了我国卫生事业是实
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重申政府对发展
卫生事业负有重要责任。

3.1998年1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颁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开始在全国建立。

4.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颁布实施，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作为农民医疗保障的主要形式得到确立。

5.2003年SARS（非典）爆发。2003年5月12
日，国务院公布施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条例》的公布施行，标志着我国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

6.2005年，国务院研究机构发表了对中国医
改的评价报告，引发了对以往医疗改革的评论和反
思。2006年9月成立了由多部委组成的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协调小组，正式拉开了新一轮医改的序幕。

7.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发生的里氏
8.0级地震。在应对中仍凸显出我国应急救治体系
建设亟待加强。

8.2008 年 9 月,河北省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幼儿
奶粉中掺入"三聚氰胺" 以提高蛋白质的检测含量被
曝光。2008 年 12 月 10 日起, 中国在全国范围内
启动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
项整治行动。

9.2009 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食
品安全法》，该法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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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9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将在 2009 年至 2011 年
的 3 年间,各级政府投入 8500 亿元用于医改,其中
五项重点涉及医疗保障体系、基本药物供应、基层
医疗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立医院改革。

11.2009年6月，河南农民工张海超为了获得
职业病鉴定，不惜“开胸验肺”。职业病诊断鉴定
制度并未因此改革，职业病威胁也没有因此引起进
一步的关注。

12.2010年3月17日，有媒体报道称山西近百
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事隔不久，江苏延
申、河北福尔疫苗生产企业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
问题的相继曝光，引起全国民众对疫苗的恐慌。
“疫苗事件”显现出疫苗业务缺乏全程监管和主管
部门存在违规操作。

13.2011年,公民发起了自测空气中PM2.5含量
的热潮，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受到关注。2012年2
月，国务院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增加了PM2.5监测指标。

1.综述 

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公共卫生工作的目的就
是保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公平地享有基本卫生保
健服务，拥有健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卫
生政策和资金投入上几经争论和变化，逐步加强了
对公共卫生的认识，确定了卫生工作的目标。”

不过，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人
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并不容易。本文重点在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疾病预防和控制及主要公共卫
生问题三个议题上，以民间的视角讨论1992年以
来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及现状，并分析挑战
和提出建议。

1.1 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进
了“深水区”

改革开放以来，卫生领域也经历了一场“市场
化”的改革。1985年启动了首次医改，其主要内
容是在公立医院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放权让利，扩
大医院自主权，就是“只给政策不给钱”和“建设
靠国家，吃饭靠自己”。其目的是增强医疗卫生机
构活力，扩大服务供给，打破“平均主义”和“大
锅饭”的分配方式，调动人员积极性、提高效率。
而其后果是医疗卫生事业在政府投入并不足的情况
下仍然高速发展，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
标，逐步失去了“公益性”和“公共性”，医疗费
用飞涨，导致了至今仍没有解决的“看病难”和
“看病贵”问题。

第二波医改一般认为是始于1997年。中央发
布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同年国务院
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决定》，规定了统一的缴费比例和管理办法。随后
又相继制定了《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
意见》（2000年）和《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
的指导意见》（2000年），这些文件将城镇、农
村和职工等医疗制度分别制定出来，随后覆盖城乡
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开始形成。不过这种社会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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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障（保险）体制存在缺
陷，例如要求个人账户支付平时的门诊费用，实质
上是要求个人自己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这种
“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违背了“预
防为主”的医学规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
组，2005）。高强在2005年8月一份题为《发展医
疗卫生事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的
专题报告中痛斥了“部分医疗机构见利忘义，中国
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
益性质淡化”。可见此轮医改在医疗保障和医疗制
度改革上存在问题。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提
出“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结论，一时间国人对医改
的关心达到了高潮。2006年9月，多部委组成的医
疗卫生体制改革协调小组成立，正式拉开了新一
轮医改的序幕。在长达三年的讨论之后，2009年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的意见》出台，标志着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正式
开始推行。2009－2011年头三年，国家财政投入
8500亿进行医改，其主要内容包括：实现全民医
保、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服
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推进公立
医院改革试点。

在新一轮医改的指导下，我国卫生工作在朝
着既定的目标努力并取得一些成绩。包括“2011
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由15元提高至
25元，我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障的人数已经超过13
亿，占到了95%以上，特别是新农合制度让广大农
村人口享受到了基本权利；基层综合改革取得重大
进展，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已建立了基
本药物制度，70%以上的地区拥有了达标的县乡级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广网，2012）

不过此次大力建设的社区和基层卫生服务体系
是否能够发挥预期作用，药价能否真正降下来，公
立医院到底要怎样改革才可以做到“公益性”，可
否探索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路径，这些问
题还都悬而未决，正如卫生部部长陈竺所讲的“医
改已进入深水区，再深的水也要趟” 。

1.2 抗击“非典”：公共卫生事业大发展的转折点
2003年，抗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使

国人了解了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同时政府开
始加强了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特别是对疾病预防和
控制系统的投入。

政府财政对卫生的投入逐步增加。如2002－
2007年，政府财政用于卫生的支出累计为6294亿
元，比上一个五年增加了3589亿元，增长了1.27
倍。2011年中央财政中,医疗卫生支出为1747.78
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支出71.32亿元，对地方转
移支付1676.46亿元。2012年医疗卫生预算支出为
2035.05亿元，增长16.4％。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83.31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951.74亿元。 (财政
部，2012)

政府加强了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2003
年7月之后，我国政府立即制定并实施了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三年规划，累计投入276亿元，基本建成
了覆盖城乡、功能比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应急
医疗救治体系。

侧重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2006年启动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中央和地
方总计投资217亿元（卫生部，2006），改善农村
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同年，制定颁布了
《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
及其配套文件，推动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
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发展。

卫生法制初步形成和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颁布了《食品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
《国境卫生检疫法》、《药品管理法》、《母婴保
健法》、《献血法》、《执业医师法》、《职业
病防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红十字
会法》等10部法律；国务院制定了《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医药条
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35件行
政法规；卫生部制定了200多件部门规章。

根 据 《 2 0 1 1 年 我 国 卫 生 事 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截止2011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954389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484个，全国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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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员总数达861.6万人。2010年全国卫生总费
用为19980.4亿元，201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
达22496亿元,人均卫生费用1643.2元（卫生部，
2012）。而1990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为
208734个，全国卫生人员总数490.62万人。

1.3公共卫生前路坎坷
公共卫生不止是深化医改所关注的“抓住医

保、医药、医疗3个重点环节，实行三轮驱动”
（中广网，2012）如此简单，它还包括地方病控
制、慢性病和传染病预防、食品和药品安全、环境
破坏带来的健康危害、职业卫生、精神疾病、意外
伤害等诸多内容。解决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医疗卫生
机构的职责，它受到经济发展、人口结构、生活方
式、老龄化、环境破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需要采
取联合的行动和多部门的参与。

慢病已经成为中国的头号健康威胁。在每年约
1030 万各种因素导致的死亡中,慢病所占比例超过
80% 。同时，慢病也会给个人和国家带来沉重的
经济负担，全球经济论坛在2010年和2011年都将
慢病列为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风险之一。在中
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慢病在疾病负担中
所占比重为68.6%。（世界银行,2011 年）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民众对食品企业
和政府的信任出现危机。不仅小作坊、小店铺，甚
至大品牌、老字号的产品都被曝出违规添加化学
成分、使用过期原料的丑闻。掷出窗外网站发布
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中收录了自
2004年－2011年中有明确来源、有受害者的食品
安全报道2107条。

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及人为对自然的破坏已
经挑战了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例如2002年以来，
“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频频出现，
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
2009年4月，《凤凰周刊》以《中国百处致癌危
地》作为封面故事，讲述了我国百处致癌危地。同
年，孙月飞在题为《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
的论文中指出，“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应该超过247

个，涵盖中国大陆的27个省份”。根据流行病学
分析，这种癌症村与生存环境有一定联系。水污染
和土壤污染正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这些都
是公共卫生需要应对的挑战。

 
2.公民社会全面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启示

过去的20年中，在多种卫生和健康的议题上
都活跃着NGO的身影，例如应对SARS、反对乙肝
歧视、关注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等。值得一提的是，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NGO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际公认的对全世界有着巨大危害的传染病主
要有三种：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1985年我国
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到1998年，中国大陆
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艾滋病报告病例。截至2011
年底，估计中国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
病人(PLHIV)78万人(62～94万人)。全人群感染率
为0.058%(0.046%～0.070%)。估计2011年艾滋
病相关死亡2.8万人(2.5～3.1万人)。（卫生部，
2010.）

2.1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特点：
2.1.1与国际接轨的防治

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重要艾滋病防治
国际合作项目有20余个，主要包括全球抗击艾滋
病结核和疟疾基金（简称全球基金）、中盖艾滋病
项目、中默艾滋病合作项目等（核对名称）。除了
资金上的合作，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在技术、管理、
人员与培训等方面也已与国际接轨。正如中国第一
个感染者组织“红树林”的创办人李想在接受访谈
时所说，“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基本是参考和学习国
际的成功经验在进行，并且也证明了许多国际经验
的有效性，比如倡导减少歧视、加强公民社会参
与、促进艾滋病感染者及受影响的人们更大程度参
与（GIPA）的原则等等。”

2.1.2国家承诺和高层领导的重视
2006年，《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实施使得艾

滋病防治工作有法可依，也将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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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管理的思路转变为疾病预防控制和将“四免
一关怀”政策制度化、法律化。

除了制度和法律的重视外，高层领导自2003
年起都会在艾滋病日会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这
对提高公众对艾滋病防治的重视和减少社会歧视起
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2003年12月1日，温家宝总
理在地坛传染病医院与艾滋病病人谈话握手，“表
明艾滋病防治已经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高度关注的
重要工作，此举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赵鹏飞，
2004）。

2.1.3公共卫生理念的实践
公共卫生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像医学那

样依赖医疗保健系统，而是重视多部门的合作，这
个合作，不仅包括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也涉
及与营利和非营利部门的合作及不同学科之间的
合作。艾滋病防治恰好就体现了这种公共卫生的特
点。“例如强调边缘人群和社区为主体的参与、促
进所有利益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重视边缘人群的
权力保障、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尤其是性别政策、
形成透明决策机制等，这些不仅仅是为了疾病预防
和控制，而是维护公共卫生的公益性”。李想这样
对笔者谈到。

“艾滋病在防治过程中，已经不单纯是疾病控
制，还有多学科的参与，如社会学。它涉及了权益
保护、体制和制度的变革，促进了法律的完善。纳
入了为弱势人群提供服务的意识，并更多地体现弱
势群体和边缘人群参与工作。此外，艾滋病防治也
促进了卫生体系中的合作，反映了中国疾病控制体
系现存的问题，这是其他领域也需要面临的挑战。
只不过艾滋病防治工作比其他领域和疾病更早地触
及到这些问题，我们走在了前面。”陈仲丹在采访
中这样说。

2.1.4艾滋病防治中的民间社会参与
国际社会在艾滋病领域开展工作的经验表明，

NGO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力量和作用是巨大的和不
可替代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2004年提出了

"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艾滋
病防治机制"（吴仪，2003.），这个原则在2006
年被纳入了《艾滋病防治条例》，成为有法可依的
艾滋病防治的指导原则。《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
行动计划（2006-2010年）》中，也明确表明要鼓
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艾滋病预防、救助工
作。

①中国艾滋病民间组织的现状
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艾滋病防治领域陆

续出现了一些由受艾滋病影响的社群人士成立的
草根组织。2002年4月，李想创办了国内第一个
支持与关怀艾滋病感染者的自助组织——“红树
林”。据统计，目前中国大概有超过600个社区组
织（CBOS）活跃在艾滋病防治领域，这些组织
几乎都是由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成立的，他们包
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女性、青年、男男性行
为者、性工作者、注射吸毒者，此外还有艾滋病
支持组织和法律援助组织等。除了大量的社区组
织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
（GONGOS），如各级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
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
（全国艾滋病信息资源网络，2011）。这些数量
众多、性质多元的社会组织组成了中国艾滋病防治
领域的重要力量。这些民间组织除了提供干预和关
怀服务等，还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和参与决策，包括
法律和政策制定、预算编制和督导评估等各种工
作。

这些草根组织工作随意性和人员流动性很大，
一些组织有项目就做些工作，无资源或个人兴趣减
退便自生自灭。由于对受艾滋病影响社群人士的歧
视和污名，草根组织开展工作十分不易，要实现注
册并取得社会认同更加困难，所以大部分组织都处
于没有合法身份的灰色地带，这也是草根组织不得
不面临的无奈现状。

②国际资金催动民间组织发展
“中国NGO是吃洋奶长大的”。这在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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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领域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这些在中国开展的国
际项目一方面直接跟政府合作，一方面要求政府支
持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例如第五轮全球基金
艾滋病项目一开始就将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列
入项目设计中，第六轮全球基金更是一个支持非政
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中
国疾控部门必须开始与民间组织开展合作，但是合
作的主要内容为宣传教育、行为干预、关怀救助、
治疗护理、技能培训等疾控中心难以开展的活动。
而且，草根组织能够获得的实际资金支持还非常有
限，有的组织一年经费也不过几千元，难以得到真
正的发展，与疾控沟通合作也存在大量冲突。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项目的推动下，艾
滋病领域的草根组织在政策和决策过程中，也扮
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作为中国全球基
金项目的主要决策和监督机构的国家协调委员会
（CCM），从2005年起开始进行改革，在CCM
中设置了,来自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和感染者代
表，这种决策机制在推动和保障NGO参与全球基
金和艾滋病防治工作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NGO
代表有机会受邀参与到新的《国家行动计划》的制
定中，尽管人数很少，这种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行
动，恐怕也走在了其他领域前面。但是，这些参与
机制大部分停留在项目层面。

③民间组织的挑战
尽管看起来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草根组织数量众

多，相当活跃，但是政府对官办机构和社区组织的
区别对待导致了官办强、草根弱的局面，这种两元
分治不利于具体防治工作的开展。同时以国际项目
资金为主的经费和技术支持模式也不利于民间组织
的可持续发展。自2010年底以来，全球基金项目
暂停一年多期间，已经造成了社区组织工作停滞，
一些组织解散。由于政府资金向民间组织流动的机
制还未形成，草根组织面临外援撤出而内给未进的
尴尬情况。

当然，民间组织在开展防治工作，机构管理和规
划等能力上存在不足，也制约了民间组织的发展。

④体制是否会有突破
近两年来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高层政府领导

人在世界艾滋病日的活动，已经从关心和看望艾滋
病病人转到与社区组织代表的交流，这应该可以视
为政府对民间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认可和重
视。除领导人的表态之外，在具有指导意义的《中
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11-2015）》
（卫生部，2010.）中，也提到了很多与社会组织
有关的内容，如：“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开
展艾滋病综合防治”；“各级政府要将社会力量参
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纳入当地整体防治工作计
划”；“各级财政要加大投入，通过委托、招标等
购买服务或提供技术服务、物资等方式，逐步扩大
社区组织开展防治工作的覆盖面”和“民政部门要
支持相关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卫生部门要认真履行
业务主管单位职责”等。

从这里面不但可以看到政府认可了社区组织的
作用，也提到了购买服务和支持注册。陈仲丹在
接受采访时说到“艾滋病防治需要社区和NGO参
与，需要支持性环境。现在存在的障碍需要从法律
和体制上入手才能解决。”同样，“红树林”的李
想也说到“全社会动员的防治模式需要改变原有的
政府包办或政府主导的思路，应该有更多的经费通
过公开招标购买服务的方式，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
参与。”不过，这都需要“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
革” 。

在采访中，李楯教授认为艾滋病防治在世界上
都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它的应对不仅仅是一个公共
卫生的问题，是健康权的问题，也是信息公开、
公众参与和政府问责的问题。艾滋病防治20多年
来，对中国公共卫生甚至是体制改革都有很大的借
鉴意义。

2.1.5艾滋病防治，我们借鉴了什么
实际上，在现代医学条件下，我们不需要再将

艾滋病视为一种恐怖的传染性疾病，它已经是一种
可治的和可以预防的慢性病了。作为第一个从预防
到治疗都由政府买单的疾病，我们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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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卫生服务均等化是可实现的
根据“四免一关怀”政策，我国为农村居民和

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困
难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
目前免费抗病毒治疗继续覆盖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到2011年底在治疗人数（包括服用一
线、二线药物和儿童患者）达11万人。一些省份
已经考虑或者实行异地领取艾滋病药物的管理模
式，一些地方政府拿出经费补贴部分抗病毒治疗费
用来减轻病人的医疗负担。这些举措都证明通过确
保基本药物免费低价或免费、打破医保地域限制、
政府为困难人口提供医疗援助等方式，是可以为特
殊需求的人群提供卫生服务的保障的。

②健康教育应该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艾滋病领域的预防工作改变了以往那种口号

式运动式的宣传方式，更多的开始考虑人性的因
素，更提倡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权利、注重方式和形
式的多样化和趣味化、表达参与机构和个人所代表
的不同群体的利益主张”李想这样谈道。健康教育
就是通过教育，让人们树立健康意识，促使人们改
变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行为生活方
式,预防疾病的发生。

体制和政府不是铁板一块。艾滋病防治工作
中，政府部门、疾控中心和民间社会常年磨合，政
府逐步接受了社区组织提供的服务是不可替代的。
从国家新的五年行动计划看，可能通过艾滋病工作
的深入开展，促进NGO逐步取得合法身份、建立
政府购买服务的工作机制。

如一位退休的疾控中心人员所说，“艾滋病防
治是大卫生的缩影，我们取得了经验和教训，应该
被未来的卫生工作学习和摒弃。”陈仲丹也提到
“（中国）增强卫生服务的普及性还有很大空间，
这就是NGO参与的空间”。

3.全球视野下中国公共卫生的问题和挑战

3.1我国公共卫生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实现基
本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尽管我国“确立了把基

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
念”（人民日报，2012），但是人人都能够平等
地获得可及、可担负的卫生服务，除了考虑一般人
群，还要考虑到流动人口、妇女儿童和老少边穷人
口等特殊人群的需求和特点，只有让服务覆盖到每
个人，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均等化。同时，医改中
涉及的以药养医、基本医疗保障、公立医疗机构和
基本药物制度保障问题不解决的话，都会给实现均
等化蒙上面纱。

3.2长期以来“重治疗、轻预防”导致了治疗
资源紧张和过度医疗，对健康教育的忽视不利于慢
性病的预防，这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尽管政
府开始高度重视卫生工作，投入已经超过GDP的
5%，但是卫生方面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国慢性病死亡率高于二十国
集团的主要成员，一些主要慢性病在中国造成的死
亡率很高。例如中国的中风死亡率是日本、美国和
法国的四到六倍。慢阻肺死亡率为十万分之130.5,
为日本的30倍左右。中国的癌症死亡率也略高于
其他可比国家。

3.3 新的公共卫生问题正在逐步凸显。经济发
展中无限制的趋利行为，让政府和公民都承担了巨
大的代价。比如环境污染引发的健康问题，淮河地
区的癌症村、垃圾围城、水、土地和空气的污染困
扰国人。食品安全问题集中爆发，危害了人民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温家宝在2012年4月出席“斯德
哥尔摩+40可持续发展伙伴论坛”时发表演讲说，
“我们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
增长”！   

3.4 公共卫生作为一个典型的多部门合作议
题，必然存在一些权责脱节、重权轻责、缺乏监督
和 “无利没人管，有利抢着管”的现象，体制变
革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困扰和挑战。政府已经清楚地
认识到公共卫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产品，为此要重
新恢复基本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这种重
新定位医疗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关系、纠正
以往“市场化”导致的行为偏离和重组各部门利益
等问题会是痛苦和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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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策建议

4.1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服务体系的建立，其指
导思想应该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核心，关注弱势群
体的需求。这样才能形成保障城乡居民都能获得基
本卫生服务的医疗体系和保障制度。

4.2加强对公共卫生的理解和重视，转变对医
疗的过分重视和投入。基于医疗卫生资源有限性与
公众医疗卫生需求无限性的矛盾，应当突出公共卫
生服务，通过加大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的投入，向
公众提供健康生活方式和保持身心健康的指导和帮
助，以减少沉重的医疗负担。

4.3 促进机制和体制的变革，包括推动卫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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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形成卫生部门之间的
合理布局，特别需要建立和鼓励民间组织的参与机
制。

44 在食品安全、环境与健康等发展中出现的
公共卫生问题上投入经费，加大对污染和不良企业
的监管，形成保障人民获得健康生计的安全网。

总之，经济发展确实不是牺牲人民健康的理
由，卫生工作的目的是让老百姓从发展中获益。是
否能够实现人人享有卫生服务，不在于讨论是市场
机制还是政府包揽，不在于某项的改革措施，而是
取决于政府是否真的把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拿出
勇气和实际行动，自上而下开展全面的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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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回顾中国过去 20 年气候变化应对的进展，
分析气候变化议题在中国的演变 ，包括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的提高，政府决策以及行政体
制的转变，企业和公众的参与行动等。本文指出，
中国既是气候变化的受害国，也是温室气体的主要
排放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碳排放增加的趋势，
使中国需要就气候变化议题重新定位，发挥积极的
角色作用，在国内、国际范围做出新的努力。本文
最后总结了以往节能减排减碳的经验教训，就未来
气候变化应对路径和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

大事记

1. 1994 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
工作的行动指南——《中国 21 世纪议程》，指出“通
过高消耗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后治理’的
传统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和未来发展的要求，
而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
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
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 

2. 1994 年，中国《节约能源法》颁布，并
于 1997 年修订，以加强其可执行度；该法的颁布，
用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保
障了能源节约的有效实现。

3. 2006 年 1 月 1 日，《可再生能源法》颁
布实施，为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4. 2006 年 3 月，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将

3.1 气候变化  

文 | 侯艳丽

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目标，明确提出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单位 GDP 能耗）降低 20%
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森林覆盖
率达到 20%，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目标。

5. 2007 年 6 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作为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具体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6. 2008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机构
改革中设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司。

7. 2007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国家方案》，明确了到 2010 年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

8. 2009 年，“地球一小时”活动由世界自
然基金会引入中国，为中国气候变化应对的公共宣
传提供了国际平台。

9. 2009 年，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第 17 届气
候变化谈判大会上重申国家目标，至 2020 年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将碳强度降低 40-45%。可再生能
源和新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 15%，大力增加森林
碳汇，2020 年森林面积比 2005 年增加 4000 万公
顷，森林蓄积量比 2005 年增加 13 亿立方米。中
国向国际社会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与政治意
愿。

10. 2010 年，《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发布，公布了中国受气候变化影响所造成的损失。

11. 2011 年 3 月，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提
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单位 GDP 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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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16%，碳强度减低 17% 的强制性目标。
12. 2011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
办气候﹝ 2011 ﹞ 2601 号），批准北京、天津、上海、
重庆、深圳五市和湖北、广东两省，开展碳排放权
交易试点工作。

1.综述

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巨大挑
战。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
化谈判与合作，在国内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做出了显
著的成绩。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仍有一亿多人口需要脱贫，新能源技术还有待大规
模突破。此时，政府需要下定决心，把应对气候变
化切实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建立有效的市
场体系，将气候变化的影响减至最低。如何减排降
耗，挑战着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也考验着中国
政府的智慧与执政能力。同时，中国的企业与公众
也面临着责任与行动力的挑战。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根据
联合国政府间工作组 (IPCC) 报告，近百年全球地
表平均温度增加了 0.74℃（IPCC,2007）。2010
年是近百年全球最暖的一年，2001—2010 年是近
百年全球最暖的十年。人类社会生产与消费所排放
的二氧化碳起着不可忽视的主要作用。1992 年在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上，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1997 年 12 月，《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
京都召开，149 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达成了《京
都议定书》。2008 年，在全球 20 国首脑会议上，
各国首脑达成共识 ，要共同努力将温度上升控制
在 2 度以下。为减缓气候变化，全球需要在 2050
年将碳排放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50%，其中发
达国家至少减排 80% 以上。近年的气候变化谈判
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中 国 面 对 气 候 变 化 带 来 的 严 峻 挑 战。 根 据
2010 年《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显示，
1951 年至 2009 年间，中国陆地表面平均温度上

升了 1.38℃，2007 年是近百年我国最暖的一年，
2001—2010 年是最暖的 10 年。《第二次气候变
化国家评估报告》显示，2011 年全国平均气温
9.3℃，较 1971—2000 年平均偏高 0.5℃。温度上
升导致中国大部分冰川面积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
缩小了 10% 以上（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
员会，2011）。中国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无论
是水资源还是粮食供应都面临短缺的威胁。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煤炭消耗占一次能源
消费的 70%，原油对外依存度达 55%（工信部，
2011）；经济发展中的能源瓶颈，使得应对气候
变化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2008 年，中
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和
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中国政府本着适应与减缓并
重的原则，以逐步开放的态度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参与，到国家建立气候变化
应对部门，并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中国政府加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与标准、政
策，有效推动可持续发展。

中国重视森林碳汇。中国政府成功颁布并修订
了“森林保护法”、“城市绿化条例”等，并建立
了森林生态补偿体系，国家自愿植树造林体系，林
木价格体系，森林资金体系，以及再造林贷款制度，
森林认证制度等。至今，中国已成功营建三北保护
林，有效保护了长江中上游生态系统。

中国重视气候变化减缓工作。1994 年，中国
政府制定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指出“通过高
消耗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
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和未来发展的要求，而必
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
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满足
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以保障未来的安全发展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
增加社会产品，区域间协调发展，消除贫困，提高
人民的生活质量成为中国的国策，并被纳入中国的
各项政策方案，包括五年发展规划。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至上世纪末，国家重点
开展节能工作。中国政府采取开放的态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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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进政策经验，依靠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
在 1980-2000 年期间，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高达
9.7%，而相应的能源消费量年均仅增长 4.6%( 国
家能源战略课题组等，2004)，中国在其经济追赶
史上创造了“能耗翻一番，经济翻两番”的奇迹。

2001-2005 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新一轮的
经济改革积蓄了更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能耗弹性
系数五年平均值为 1.02，能源消费增长率超过了
经济增长率，高于 1996-2000 第九个五年计划年
均 0.25 的弹性系数，造成了能源的极大浪费（侯
艳丽等，2011）。

“十一五”期间（2006-2010），中国对于低
碳发展进行了有效尝试。2005 年，中国的“十一五”
规划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目标，明确提出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20% 左右，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森林覆盖率达到 20%，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是中国政府在国家五年发展
计划中第一次采用能效强度目标。中央政府将国家
目标进行了地方分解，并制定了一系列强制性和
激励性的措施，强力推动地方的节能减排。中国
“十一五”期间，还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并
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投资 1.73 万亿元，能效投
资约 8600 亿元。至“十一五”期末，中国完成了
19.1% 的节能目标，碳排放强度下降 20.8%，减少
了 15.5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齐晔等，2012）。

2011 年 3 月， 中 国 的“ 十 二 五” 规 划 提 出
2015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单位 GDP
能耗）比 2010 年降低 16%、碳强度减低 17% 的
强制性目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到 11.4%（十二五”规划编写组，2011）。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化学需氧量、二氧化
硫排放分别减少 8%，氨氮、氮氧化物排放分别减
少 10%。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1.66%，森林蓄积量
增加 6 亿立方米。如果中国政府能实现上述指标，
可减少约 16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对转变经济发
展模式起着重要作用。2006 年以来，中国政府开
始关注综合的低碳经济发展，循环经济、低碳城市
试点、绿色生态城市等应运而生。

在过去的 20 年，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在政治、
社会、经济等各领域已采取的法规和政策措施，尤
其是刚刚结束的“十一五”计划实施和“十二五”
计划的制定，以及中国的低碳经济省份与城市试点
及碳交易试点的建立；国际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
经济条件的改变，需要中国社会持续的积极应对气
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如今，“十二五”规划已在执
行过程中，中国政府需要尽快建立中国发展的中长
期低碳行动方案，明确国家碳排放峰值的拐点，与
国际社会共同加大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建立可持
续发展的社会与经济环境。

2.中国的气候变化应对任重而道远

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催生了中国的绿色低碳
经济，国家将以较低的碳排放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率与公平有着同等
重要的地位，需要有效保障满足人们需求与自然环
境保护的要求。发展绿色低碳经济，首先要下定决
心，做好经济转型规划，鼓励技术创新，走出跨越
式的发展道路。（国合会，2011）

2.1 中国要用好公平的发展权利
中国长期处于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

进程不断加速。2011 年已有 51.4% 的人口居住在
城市，超过农村人口（国家统计局，2012）。从
2001 年至 2011 年底，每年城市移民人口的平均
增长率超过 1.26%, 也就是每年有 1200 万至 1500
万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中，相应的城市能耗也每
年增加 1500 万吨标煤以上。至 2007 年，中国的
人均碳排放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人口基数，
以及不断发展的经济规模，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碳
排放增加的恐慌，西方舆论质疑中国的碳排放增长
速度。美国尤其以中国为借口，推脱减排责任。

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要坚持公平的原
则，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纵观发达国家的
经济发展过程中，无不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即
使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某些欧洲国家，也是由于
在碳排放达到顶峰后，才采取了高效能源技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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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2005 年国别累计碳排放

资料来源：气候分析指标工具，6.0 版本
（世界资源研究所，2008）

展可再生能源，才使得碳排放开始下降的。上图显
示，从 1850 到 2005 年，中国的累计人均碳排放
只达到世界的 8.3%；即使在 1990 年到 2005 年间，
中国的人均累计碳排放也只有世界的 14.8%，远远
低于美国的比率。 

但中国会在用好未来的发展权利的同时，大力
减排。2000 年以来，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增长迅速。
2011 年人均碳排放已达 5.7 吨左右，远远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与一些发达国家水平相当。如果这种
发展趋势不加以遏制的话，2035 年中国的累积人
均碳排放水平将与欧盟等同。中国的碳减排将需要

长久且更强劲的努力，绿色低碳经济要关注发展的
速度与质量。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首次将中
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下调至 7.5%（十二五”规划编
写组，2011）。碳生产率的提高将是中国面临的
挑战，继续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加快低碳与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转变公民消费
理念和行为，将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长远课题。

2.2 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要关注国内效率与公平
中国东西部之间在经济发展规模与质量方面均

存在较大差异。城乡之间更存在巨大的经济鸿沟。
2010 年，沿海地区生产总值高出西部省份的十倍，
最高的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达 46013 亿元，而西
部的甘肃省仅为 4120 亿元；而两地的人均电力消
费却相当，表现为广东人均电力消费 2.577 吨标煤，
甘肃为 2.043 吨（国家统计局 ,2011）。当中国的
大城市人均碳排放已经与欧美人均碳排放水平相当
甚至更高时，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还在以薪柴作能
源。

中国西部、东北部及中部地区需要较高的经济
增长。“十一五”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
策，使得众多资本流入中西部地区。但是，区域经
济竞争、保就业、保增长的地方目标使得中西部地
区抑制不住经济发展的冲动，大量投资投向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在中西部发展过程中，需要避免“锁
定效应”，不走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发展模
式；而要因地制宜，根据区域的资源状况与东部地
区优势互补，重视效益，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低碳乡村建设正在兴起。中国政府实施了在偏
远地区和岛屿的阳光计划和送电下乡，采用电网、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太阳能、风能、小水电、
地热能）和户用发电装置相结合的供电措施，十年
内无电人口下降到 500 万人左右。低成本的能源
供应，对消除贫困人口和增加就业，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杨富强等，2012）。相对于低碳城市进展
状况，低碳乡村的建设需要大力倡导并给与政策扶
持。如今，民间组织在做一些试点工作，比如山水
自然保护中心在云南省开展的低碳乡村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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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通过乡村低碳加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北
京地球村在四川地震重建中提倡的乡村低碳文化建
设，都是很好的实例。国家的乡村财政扶持政策需
要与低碳主题相结合，使财政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
助力于地方的可持续发展。

2.3 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过去的 20 年间，中国中央政府采用行政手段

与市场机制推进中国的节能减排。2006 年 4 月，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选取年综合能
源消费量 18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约一千家企业，启
动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千家企业能源消费量占
工业能源消费量的一半，占全国能源消费量的三
分之一。 该项目的实施，使千家企业单位氧化铝
综合能耗、乙烯生产综合能耗、烧碱生产综合能
耗等指标下降了 30% 以上，单位原油加工综合能
耗、电解铝综合能耗、水泥综合能耗等指标下降了
10% 以上，供电煤耗下降近 10%（国家发改委，
2011），部分企业的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千家企业项目实现节能 1.5 亿吨标准煤。“十二五”
期间，中国政府将千家企业项目扩展至万家企业。

除了强力的行政手段和监管机制外，市场机制
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是一种有效的政策工
具。例如，碳价格信号能发挥引导企业节能减碳的
作用，并且能够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成本最小
化。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下，中国引进了
合同能源管理、节能减排自愿协议等创新体制，这
些措施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2011 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北京、天津、上海、
重庆、深圳五市和湖北、广东两省，开展碳排放权
交易试点工作。在试点的七个省市中，仍有部分城
市尚未成立正式的碳交易所。而试点以外的不少地
区成立环境能源交易所，进行排污权交易的同时增
加了碳排放交易。

2.4 提高和加强地方节能减排的政治意愿与实施能力
地方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存在差异。一些地方仍

将气候变化作为政治问题看待，没有把气候变化与

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区域经济竞争也使得地方不惜
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

2011 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建立了低碳
城市试点，确定在五省八市试点低碳发展模式。一
些城市在中央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支持下，较早开展
了低碳经济发展尝试。例如北京、保定、南京、无
锡和上海等城市均选择了适用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和
措施，进行低碳实践。这些措施包括推动碳审计、
制定低碳城市战略与计划、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和
未来碳减排方案；提高城市规划、土地使用、建筑
物基础设施效率；发展公共交通；加强与世界其他
大城市间的合作；推动有利于低碳的立法工作；开
发利用低碳技术，实施一些示范项目等。这些城市
的探索不仅为中国“十一五”地方目标的完成做出
了贡献，同时也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的建立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低碳经济发展是一项综合工程，涉及地方经济
规划、产业布局、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能力以及劳动
力结构。地方政府应当建立有效的长期机制，制定
中长期发展方案，培养并引进人才，加强能力建设，
推动地方的低碳经济发展。

2.5 企业节能减排能力不均衡差距大
“十一五”期间，重点行业的大型企业取得了

显著成绩。例如 30 家重点耗能的中央企业，各项
主要生产经营业务的能耗、水耗、主要污染物排放
指标全部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企
业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占工业能耗三分之
二的中小企业减排能力不足。全国各类中小企业
达 4400 万户 ( 含个体工商户 )，完成了全国 50％
的税收，创造了 60％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近
80％的城镇就业岗位（国务院，2011）。受限于
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及其自身在节能减排过程中面
临的资金、技术研发等难题，中小企业的减排需要
加强。政府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完善相关
法律、标准、政策，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　

2.6 碳排放数据收集能力不足，碳信息披露意识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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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
的温室气体排放要求成为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美
国审计总署认为，主要发展大国，包括中国、印度等，
二氧化碳排放清单质量差，没有可比性，且缺乏审
查程序，减排缺乏透明度。在我国国内，企业的碳
信息收集面临挑战，也为下一步国内碳交易的展开
带来一定困难。另外，许多企业认为碳信息的披露
将会涉及到企业的商业机密，因此，即使能够收集
碳信息，也不愿公开披露。根据 CDP 2011 年中
国报告，2010 年中国参加碳信息披露的企业仅有
11 家。（商道纵横，2011）

2.7 出口中隐含巨大的碳排放，中国是世界的“加
工厂”

2006 年以来，中国快速上升的出口驱动经济
的发展。为了解决出口中存在的大量能耗问题，
2007 年 6 月，国务院出台出口产品减免税政策，
并于同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然而，中国的进出
口总量从 2001 年占世界的第 7 位，上升到 2010
年的第 2 位（中国统计年鉴 2011），2008 年，在
进出口产品中隐含的能源净出口量占能源总消费
量的 18-25%。，6-8 亿吨标煤消费在为国外消费
者生产的产品上（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
2009）。面对国际社会可能出现的碳关税贸易壁垒，
也为了减少中国的能源需求，中国需要进一步遏制
高耗能产品的出口，调整资源税，及时推出碳税政
策，推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2.8 中国的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技术投入和金融支持
实现低碳排放的核心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

源技术和核电技术的创新与产业化。麦肯锡研究
报告强调了增加绿色科技投资可以为中国带来的
收益。例如，通过在未来 20 年中全面推广电动汽
车，中国可以将 2030 年预计进口石油需求减少
30-40%。 通过在建筑和工业领域全面实施能效提
升技术，并积极地在工业领域回收和利用废弃物和
副产品，中国可以在 2030 年将预计电力需求和煤
炭需求各降低 10% 以上。通过大规模增加对清洁

能源技术的投入，如核能、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
电，中国可以不再依赖煤炭作为发电的主要能源。
到 2030 年，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将从目前总发电量
的 81% 降低到 34%。

中国要想转型成为“绿色经济”，需要在未来
20 年投入大量资金。根据麦肯锡的估算，从现在
到 2030 年，每年还需平均投入高达 15000-20000
亿人民币的额外资金，才能有效部署必要的绿色技
术，从而实现研究报告中所提出的实质性进步。以
年度为基础计算，这部分所需的资金相当于中国同
期 GDP 的 1.5-2.5%（麦肯锡，2009）。

2.9 公众关于低碳经济的倡导
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公众消费行为

也在发生剧烈的转变。从 2005 年到 2010 年，与
消费直接相关的建筑和交通领域排放增长了41%，
快于全社会 36% 的增速（齐晔等，2012）。2009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将“地球一小时”引入中国，
倡导中国公众加入低碳生产、生活行列。中国保
定、上海等城市率先参与地球一小时的活动。经过
4 年的努力，至 2012 年有多达 124 个城市参与此
项活动，有 1400 家企业注册承诺环保行动，中国
的故宫、长城、奥林匹克公园鸟巢、水立方等成为
“地球一小时”历年活动的地标性建筑（新华社，
2012）。

2011 年 6 月，中国多家民间机构联合发出“C+
公民超越行动”倡议，认为中国在当前的发展形势
下，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中
国民间组织支持中国政府的工作，协同中国企业与
公民支持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施；中国的气候变
化应对行动可以超越气候变化议题，支持中国的全
面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努力可以影响国际社会的气
候变化应对行动，鼓励更多的国家与社会积极响应
气候变化问题的挑战，建立有雄心的节能减排目标，
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3.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减排挑战

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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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驱动力。中国政府在“十二五”中提出深化改
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把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
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
可持续发展之路。完成“十二五”规划将是一场严
厉的挑战。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依然存在。中央政府明确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保持 7.5% 的增速，
而各地方上报的 GDP 增速均高于国家目标。尤其
是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发展的愿望强烈，有
的省份 GDP 的增速几近国家目标的 2 倍。国家提
出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十二五”期间全国总能
耗控制目标将为 41 亿吨标煤（“十二五”规划编
写组，2011）。根据地方上报的 GDP 数据，如果
加权平均，各地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 43.5 亿吨
标煤，高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最近提出的总能
耗控制目标约 2.5 亿吨标煤。

根据中国过去 30 年的发展数据，如果能源
消 费 总 量 控 制 在 41 亿 吨 标 煤、 GDP 增 长 率 为
9% 的话，中国“十二五”期间的能耗强度应是
18%，相对于规划中的能源强度目标高出 2%( 齐
晔等，2012)。　　

2008 年，中国的碳排放超越美国，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从 2000 年到 2010 年，中
国的碳排放增加了一倍，中国的人均碳排放也从
2000 年的 2.78 吨上升到 2010 年的 5.32 吨，已
经超出世界人均碳排放水平。2011 年中国碳排放
依然在加速，总排放约为 77 亿吨，人均 5.7 吨，
占全世界总排放 22% 左右。（齐晔等，2012）中
国的碳排放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来自国际社会的减
排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较早的减排努力将有助于减小气候变化应对的
成本。斯特恩报告（Stern Report） 指出，忽略
气候变化最终将损害经济发展。有效行动开展得越

早，所需付出的成本就越小。中国政府如果能够明
确较早的碳排放峰值与拐点，将会促进高效技术的
发展，避免高能耗产业发展的锁定效应；同时，在
国际上也将为中国参与谈判增加话语权。

 4.政策建议

中国社会的公共治理与发展跟国际环境息息相
关，中国的治理与发展也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
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中国社会的公共治理水
平，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是中国政
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面临着许多挑战，我们认为首先要做好如
下几点：

4.1 中国政府需要尽早明确中国的碳排放峰值时
间，并建立长期行动方案。

如果按照目前各国所允诺的减排目标，全球温
升将可能达到 4℃。减排的峰值出现的越迟，气候
变化应对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越大。相反，较早的
减排努力将有助于减小气候变化应对的成本。清华
大学、国家能源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完成了中国
的碳排放情景分析，分析认为中国碳排放的峰值将
出现在 2030 年左右。国家能源研究所姜克隽博士
团队研究的结果则认为中国的碳排放峰值将会出现
得更早。实现全球 2 度目标，也要求中国碳排放
在 2025 年之前达到峰值。此结论意味着 2005 到
2020 年中国碳强度的降幅为 49% ～ 59%，高于政
府公布的行动目标。（姜克隽等，2011）

相对于峰值时间的设立，建立中国的气候变化
应对长期行动方案将有助于中国的长远经济战略规
划，以实际方案支持中国的减排目标实施，并保障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落实低碳经济
发展的资金与技术需要，激发城市、企业低碳发展
的积极性。

 
4.2 加速气候变化应对相关立法。

气候变化应对立法正在进行中。国家发展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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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员会广泛吸纳各方专家意见，出台气候变化立
法草案并征求公众意见。此立法将有助于依法加强
各部委的联动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
顺煤、电、油、气、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完
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建立健
全排污权交易市场；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自
愿减排机制。通过立法，保障中央与地方气候变化
应对方案的有效实施，克服当前存在的地方与中央
利益博弈的问题。

加紧制定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各项法律法规，
应包括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分配、收费、交易、管
理等内容。同时，要着手开展二氧化碳排放管理机
构的建设，包括组织管理机构、许可证发放机构、
排放权交易机构等及其运作 ; 立法要求碳数据的准
确性与独立性、可靠性，并强调碳数据的信息披露，
接受公众监督，为政策制定、碳市场的公平交易等
提供良好的数据基础。

在立法中，要明确民间机构在气候变化应对领
域的地位和作用，加强民间机构的知情权、参与权
与监督权，倡导低碳消费理念。

4.3 城市要首先建立中长期减排方案。
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及早确立碳减排中

长期目标，促进地方的减排努力，并明确显示碳排
放观点。低碳城市不是城市形象宣传的简单标志。
其经济发展模式、能源供应、生产和消费模式、技
术发展、贸易活动、市民和公务管理层的理念和行
为取决于城市的长期发展规划与方案。中长期减排
方案，将推动城市减少碳排放的锁定效应，帮助中
国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摆脱高排放路径依
赖；进而促进碳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4.4 建立绿色财税体系，尽快开征碳税，促进企业
的节能减排。

2007 年中国政府就将碳税列入议事日程。碳
税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市场手段，能促进能
源供应低碳化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可再生能

源，调动企业节能减排积极性。碳税体系的建立，
将促使企业积极进行技术研发，建立碳排放统计体
系。碳的减排对其它污染物排放的减少有很强的协
同效应。碳税的重点效果也体现在对煤炭的有效利
用和总量控制上。中国政府应审时度势，调整已有
的排污收费制度与资源税，尽早推出碳税。

4.5 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
当前全球气候谈判受阻，进展迟缓。关键问题

是要不要坚持气候变化国际条约中明确了的原则， 
以及发达国家减排指标和资金承诺等主要议题。
从谈判形势看，2020 年后主要经济体，包括发展
中国家，如何量化减排安排将成为谈判焦点。在
2011 年的德班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表示在具体明
确的条件下，中国愿意对 2020 年后的量化减排协
议进行磋商和谈判。

在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中国需要加
强气候外交以及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合作，坚持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公平以及环境整体
性的原则，担负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低碳转型中的重
任。尤其在南南阵营中，中国需要会同其他发展中
大国，加强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与技术
援助，建立南南气候与发展基金，体现负责任的发
展中大国的形象，引领国际谈判。

5.小结

回顾过去的 20 年，中国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
做出了长足的努力。历经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一
系列活动，气候变化应对已在决策层建立较强的意
识；然而，由意识转变为全社会的行动，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系列基础工作需要开展，包括气候变化
应对立法，市场机制的探索，企业的碳排放统计能
力建设等。不过，我们相信只要有意愿坚持这份努
力，中国将会在气候变化应对中走出有中国特色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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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 20 年来，中国在土地利用和规划方面取得
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期间所积累的经济、社会、环境矛盾也越来越突
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造成土地利用
现状的原因既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社会观念改
变等宏观环境有关，更与近十几年来形成的“土地
财政”制度密不可分。土地财政在为城市化做出巨
大贡献的同时，也为持续发展潜藏巨大风险，其实
质是在透支未来，是一种透支未来社会收益来谋求
眼前发展的方式。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
扭曲了政府行为，加剧和放任了社会、经济和环境
矛盾的激化。

未来土地利用和规划方面的深入改革主要面临
几大方面的挑战：

（1）现有规划的冲突及顶层规划的缺位；
（2）城乡土地制度的统筹；
（3）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的平衡；
（4）公众参与的深入。
在国际视野下审思中国的土地问题和挑战，本

文提出几大策略建议：
（1）完善法律体系，彻底改革现行的征地制

度和政府经营土地制度，建立权威的综合考虑经济、
社会、环境综合目标的土地利用制度。

（2) 加强农村规划，加快城乡土地统筹，建
立集体建设用地准入市场机制；

3.2 土地利用和规划

文 | 邓冰 | 范鸣晓

（3) 完善土地补偿制度，保障个人合法权益。
（4）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形成体现公众意愿

而不是长官意志的土地规划 ; 

大事记：

1.1992 年，财政部《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
偿使用收入若干财政问题的暂行规定（废止）》第
一次提出将出让土地使用权所得成为土地出让金。

2.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下
降了 30%，而地方政府所要承担的事权并没有相
应减少，于是土地财政应运而生。

3.1998 年 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二次修订，与 1988 年版相比，更强调加强土地
用途管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和基本农田保护
制度。2004 年第三次修订，进一步明确征地制度
内涵。

4.2007 年 6 月 7 日，重庆市和成都市获批成
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5.2007 年 10 月 1 日《物权法》实施。
6.2008 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实施，意味着中国将逐步打破建立在城
乡二元结构上的规划管理制度，进入城乡一体规划
时代。

7.2008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
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国发〔2008〕3 号 )，强
调了系列节约集约用地政策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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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8 年 10 月 23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全
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通知，
《纲要》以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为前提，强调对
建设用地的控制。

9.2009 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 1.6 万亿元，
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 48.8%。10 年来，各地土
地出让金收入增长迅速。地方政府形成了严重依赖
土地出让金等相关收入的“土地财政”。

10.2009 年 11 月，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
华村政府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女主人唐
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
后自焚于楼顶天台。

11.2010 年 9 月 10 日，江西宜黄县强拆钉子
户引发自焚事件，其后伤者家属进京欲讨说法被政
府官员在机场拦截，引起媒体广泛关注。17 日宜
黄书记县长被免职立案，18 日自焚者之一被证实
死亡。

12.2011 年 9 月，广东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
400 多名村民因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
村干部不满，于 21 日游行示威，22 日军警出面镇
压而最终引爆骚乱。事态在微博和境外媒体报道后
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13.2011 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出台，行政强拆退出历史。该《条例》强调，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
采取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
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
活动。

14.2011 年地方政府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 33166.24 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
排的支出 32931.99 亿元。征地拆迁补偿等成本性
支出约占 71%。土地收入成本直线上升，土地财
政成为鸡肋。

1．综述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并开展各项经济社会
活动的根本所在。土地的利用和规划作为一项涉及
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不仅要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求，还承担着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维护
社会公平等职能。

近 20 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以惊
人的速度迈开了城市化的步伐。城乡面貌发生翻天
覆地的改变，尤其是在土地城市化方面尤为明显，
大量的乡村土地变成城市建设区。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布的《2009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进入 21
世纪后（2000 ～ 2007 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
平均每年扩大 1861 平方公里，比上个世纪 90 年
代几乎加快了一倍（潘家华等，2009）。面对如
此之快的开发速度，中国在土地管理上实施了一系
列的政策以改善土地供应和利用效率，加强土地管
理，提升土地价值和统筹城乡土地。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
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张，在土地资源利用上付出了巨
大的代价。

首先，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冲突事件增加。
近年来，与土地相关的矛盾时有发生。2009

年 11 月 13 日早晨，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
政府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女主人唐福珍
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
焚于楼顶天台。2010 年 9 月 10 日，江西宜黄县
也发生了强拆钉子户的自焚事件，其后伤者家属进
京欲讨说法，被政府官员在机场拦截，此事在媒体
上传得沸沸扬扬。17 日宜黄书记县长被免职立案，
18 日自焚者之一被证实死亡。

从国家层面，有关部门试图中止拆迁中的暴力
行为。2011 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出台，行政强拆退出历史。该《条例》强调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
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
被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然而
此后仍有类似事件发生，例子是广西柳州市胜利小
区旧房改造项目，部分住户在未签订拆迁协议的情
况下，遭到不明身份人员拆楼梯、断水电、堵锁眼、
朝大门泼粪便等方式逼迁。

其次，耕地流失严重、水资源稀缺、能源压力、
环境污染以及挤占生态用地等问题，对土地生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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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也构成威胁。
调查研究表明，城市蔓延所需要的扩展用地

70% 占用的是耕地，这在东部沿海地区和成都平
原尤为普遍（谈明洪等，2004）。虽然国家要求
占用耕地需要“占补平衡”，但这些地区的耕地生
产力高 , 一旦丧失很难用开发荒地来弥补。

此外，文化遗产空间遭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
难以持续，人文代价难以计量。

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24 号院的梁思
成、林徽因夫妇故居，原本计划恢复原貌，但这座
2011 年被列为普查文物的梁林故居最终未能幸免
被拆除的命运 . 近年来先是被拆毁近半， 2012 年
年初终被“维修性拆除”。随之消失的不仅有文
物还有湖泊，据央视《新闻 1+1》报道，素有“百
湖之城”美称的武汉，自建国以来，城区的湖泊
从 127 个锐减到目前只有 38 个。武汉第二大湖沙
湖周边尽是 2005 年之后的新楼盘，每平米均价在
8000-12000 元之间（叶檀，2012）。

功过不能相抵。尽管中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
就，但期间所积累的经济、社会、环境矛盾越来越
突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造成土地利用发展矛盾的原因既与经济发展、
技术进步、社会观念改变等宏观环境有关，更是与
近十几年来形成的“土地财政”制度密不可分。“土
地财政”是民间对地方政府在财政来源上过渡依赖
经营土地获得收入的戏称。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国家大幅收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预算，加上 1994
年中央地方税制改革，把资金调配和区域发展的责
任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土地财政”成为分税制后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收入来源看，“土
地财政”主要包含两大类：一是与土地有关的税收，
如耕地占用税、房地产和建筑业的营业税、土地增
值税等；二是与土地有关的政府非税收入，如土地
租金、土地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
地开垦费、新菜地建设基金等。目前，地方政府主
要看重的是土地出让金。1999-2009 年，政府土地
出让收入从 595.58 亿元增加到 1.59 万亿元，占地
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 9.2% 提高到 48.8%。（刘守英，

2011）。到 2010 年，土地出让金超 3 万亿元，占
地方财政比重 74.17%（管清友、彭薇，2011）。
除了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还广泛采用通过抵押土
地来贷款获得融资的做法。根据 2011 年第 3 号审
计署的审计结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办
公厅，2011），2010 年我国地方政府各类融资平
台，总负债 10.7 万亿元， 其中承诺以土地出让收
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占四分之一，共涉及 12 个省级、
307 个市级和 1131 个县级政府。有学者认为，地
方政府实际负债额比官方统计数据要高得多。

中国的“土地财政”模式最早学自香港，但在
香港土地批租和管理是分设不同部门的，土地收益
需统一纳入基金管理，主要用于解决住房问题。而
在国内，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除了一部分用于
基础设施建设外，去向基本不透明。虽然由于“卖
地”所得才支撑了大量的基础建设和城市扩展，然
而土地财政的实质是在透支未来，是一种透支未来
社会收益来谋求眼前发展的方式。随着土地资源的
供给紧张、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断提高，目前
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而且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
的严重依赖，更是扭曲了政府行为，加剧和放任了
社会、经济和环境矛盾的激化。

土地问题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政治改革、经
济发展、社会民生、法律政策等诸多方面，从中央
到地方各级政府需要果断决策，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从根本上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如何解决各方矛
盾，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保障当代和后代子孙的
利益在当前面临巨大挑战。

2. 土地利用与规划面临的挑战

土地利用与规划涉及政策顶层设计、规划衔接、
职能部门管理、利益相关者诉求、公民社会关注等
方面内容，未来的土地深入改革、治理“土地财政”
顽疾主要面临着处理如下几大方面关系的挑战：法
律法规冲突的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平衡；
城乡土地制度的统筹；公众参与的深入等。下面将
逐一分析这些挑战。



140 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第三部分 环境和资源

2.1 现有规划的冲突及顶层规划的缺位
出于土地资源稀缺性的考虑，我国执行的是最

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要进一
步完善和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中国新闻网，2011）。在法律法规层面，国家
三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多次颁
布一号文件推动农村土地管理，出台征收与补偿条
例等，以期保护基层人民的生存权益和耕地的安全。
从 2004 年起，国务院更是将土地管理模式从分级
管理逐步调整为省以下垂直管理模式，强化了中央
对土地管理调控的力度。但目前来看此项调整收效
尚不明显。

在规划方面，我国的规划体系包括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生态规划、
文物保护规划、旅游规划、交通规划等，此外，从
“十一五”期间，国家发改委开始力推主体功能区
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涉及空间，但不以
空间为主。在空间规划上，覆盖面最广、重要度最
高的规划是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和主体功能区
规划。而其他规划属于专项规划，最终也需要落实
在用地上。国土资源部是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职能
部门，也是土地利用规划的主导和审批部门。原则
上与土地相关的各类产业规划、城乡建设、生态环
境建设等相关规划是要与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的，
土地规划与所有其他的规划也要协调。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修
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一字之改为
规划做到空间全覆盖提供了法律保障，大大带动了
乡村地区规划的开展。主体功能区规划则是将国土
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
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试图在国土空间开发管理思
路和战略上进行重大创新。

在现有体制下，规划的不严肃性是经常遇到的
尴尬。这首先表现为多个规划之间的冲突。多部门
多体系下，各个部门在做相关规划的时候都会充分
地考虑到各自的部门的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也要
求尽可能地在规划中体现，规划与规划之间难免打

架。而具体到各种规划、各部门之间如何协调，并
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平级的相关部门之间协
调起来难度很大。部门协调复杂，条块分割严重，
导致了土地利用效率和服务能力的低下，更严重的
是土地利用的失控。

2.2 城乡土地制度的统筹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日益紧张和土地成本

的高涨，大量的资本开始向乡村转移，其基本方式
可分为两种：一是“捆绑开发”战略，通常以农业、
旅游业、产业园区等项目形式出现。通过省级、国
家级重点项目的申请，落实项目配套建设用地指标，
并用于建设商业地产、旅游地产、住宅地产，以平
衡投资。二是“无中生有”战略，通过围垦、“荒
山”改造等形式向海洋，向山地争取土地资源。具
体来看有以下几种具体方式：

——农业立项
项目整体以农业立项，并以农业项目的名义向

政府申请耕地整理、宅基地整理。由于农业投资回
收期长，投资企业通常都会以农业园区配套项目的
方式申请部分建设用地，甚至在非建设用地上通过
建设木质别墅等非永久性建筑的方式规避政策，通
过出租等方式获利。同时也通过对宅基地的重新整
理，通过提升容积率的方式获得可出售的产权地产，
用以平衡农业投资的中短期现金亏空。当然也不排
除还有部分企业拿国家农业补贴，征农业用地，却
完全没有农业开发，导致农企矛盾突出。

连续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加快农业发
展的，这一方面表达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另
一方面说明大型农业企业的发展和农业投资必须要
求对现有耕地的集中管理，由于农业的风险性，造
成农业开发企业对于建设用地指标的渴求，因为建
设用地指标和宅基地指标是用来平衡投资最快的方
式。

——旅游立项
项目整体以旅游项目立项，并以旅游开发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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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向政府申请耕地整理，获得园区建设所需要的用
地指标。就当前来看，随着国家对别墅用地指标的
严格管理，除在 2007 年以前拿到别墅项目用地的
企业，后来进入的开发企业都在通过“旅游度假区”
的方式通过旅游项目申请用地指标，用来建设旅游
地产项目。这其中有旅游项目投资周期长的因素，
也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来自地方政府对于高端商务接
待需求不减。这也是为什么高尔夫、马术俱乐部用
地被中央三令五申禁止，但实际上全国各地高尔夫、
马术俱乐部等大量占用土地的高端旅游项目仍在蓬
勃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投资商需要旅游项目来获得
土地指标，并通过旅游地产来平衡投资，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也需要高端旅游地产项目来改善地方投资
环境。按照一些地方官员的话来说，就是“你这地
方连个像样的吃饭地儿都没有，谁还来投资啊”。

在城市日益拥挤，环境日益恶劣的今天，自然
环境相对良好的乡村正成为大量资本追逐的目标，
而农民手上的土地，就显得越发紧俏起来。

——新城开发
对于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继续在城市中寻找

可利用土地，已经不再现实。于是，一些有实力的
投资商逐渐把目光投向海洋、投向山区，政府和企
业联手打造新城，进行土地一级开发，成为一种“无
中生有”的手段。从广西钦州滨海新城沿中国东部
海岸线往北，可以看到众多“滨海新城”项目纷纷
拉开帷幕，漳州港滨海新城、莆田妈祖城、温州鸥
飞围垦工程、三门滨海新城、宁波北仑春晓滨海新
城、东营滨海新城、天津滨海新城、盘锦滨海新城
等等项目都显示出企业和政府对土地开发的情有独
钟。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农业现代化、休闲与
旅游的发展、城市新城建设等驱动下，很多城市功
能和资本在逐步往乡村地区转移，农村的用地性质
不再单一。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由于我国实行的
是城乡二元的土地公有制结构，城市土地与农村土
地的产权主体不同。农民集体所拥有的农村土地产
权是不完全的。集体经济组织只有土地占有权、使

用权、收益权，而没有完全的处分权，农村土地只
能通过国家的征收才能改变所有权主体和所有权性
质。在现行征地制度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容易
被忽视，补偿不足。

农村地区的规划大大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农村
的土地，只要不是位于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
保护性用地的范围内，除了基本农田在土地利用规
划中特别强调保护、集体建设用地禁止建设住宅项
目外，其他的土地基本上没有特别明确的用途规定。
这就造成了乡村用地开发的混乱，不仅难以在总量
和风貌上进行控制，一些违章违规项目也易于钻空
子而难以取缔，如国家三令五申禁止的别墅、高尔
夫、马术俱乐部等大量占用土地资源的项目，只要
在用地上换个名称就可以继续存在。

2.3 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平衡
为了发展经济，严重依托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

大力开拓土地资源，上世纪 90 年代，各地经济开
发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地在规划中有意无意地
并不将其纳入到城市建成区中来，以此规避对建设
指标的占用。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央进一步加紧对土地利用的
管理和监督，土地建设指标的审批越来越紧。而在
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在法律政
策框架内争取最大化地方利益。旧城改造和征用农
村用地成为各地政府普遍采取的两大手法。旧城改
造往往以大规模拆迁方式运作，迁走居民后，地方
政府顺利从中拿地，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出
让，最终获取巨额土地出让金。征用农村用地则是
因为在我国城乡土地二元机制下，农村用地无法直
接进入市场流通，新增城市建设用地需要通过征收
农村用地来取得。此外，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
地有意无意地误读和利用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
其做法是通过“拆院并院”、集中居住的办法大量
拆退农村宅基地，同时兴建标准不一的农村集中居
住区，而“节余”出来的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则
通过一系列操作，最终作为建设用地指标高价置换
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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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转换前后的价值具有巨大的级差，围绕着
土地级差利益的分配形成了系列矛盾。在巨额的利
益面前，旧城改造和征用土地当中暴力拆迁事件时
有发生，社会公平和社会良知一次次被拷问。

从失房居民的角度讲，处理土地房产问题的核
心还是在于利益的补偿和共赢。从目前在处理土地
问题上比较好的例子上来看，基本上属于征地的政
府部门或主体企业比较重视当地社区居民在土地整
理中的利益补偿问题，因此比较容易获得社区的支
持。这类企业通常在宅基地置换后的补偿，耕地征
用后的生计解决，乃至新农村建设的配套公用设施
的建设方面都比较到位。在农村，还有很多的项目
是通过农民土地入股的方式捆绑当地社区利益，也
会因此获得社区的认同和支持。另一种情况就是由
于补偿利益不到位，则频频出现社区与政府和企业
的矛盾。如 2011 年广东著名的“乌坎村群体事件”，
其起因就是征地补偿不到位。因此对于失地社区来
说，利益补偿是土地转换的关键，如何真正地解决
社区居民的长期生计问题和社区发展问题，是土地
转换能否实施的核心。

案例 A：位于河北省遵化市西三里乡的富力绿
洲项目（农业观光园项目），由遵化市舒春房地产
有限公司开发。从规划来看，这个项目一是新民居
改造，二是农业观光园项目；然而从项目的实际操
作来看，目前该项目只进行了部分宅基地的整理，
修建了 200 栋乡村别墅，希望村民能够搬入新民居，
进行宅基地置换和土地流转，但由于项目没有进行
任何的生计项目实际投资，当地居民看不到未来的
发展方向，均不愿意搬入新民居，导致项目目前进
入两难的境地。

案例 B：位于河北省遵化市兴旺寨乡何家峪村
的尚禾源农业观光园建设项目，由遵化尚禾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从规划来看，主要包括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乡村旅游和田园休闲度假项目。
从实际建设来看，目前项目所在地已建设完成 4 个
联动智能温室和 75 个生产大棚，以及部分新民居
别墅，尚禾源公司用社区土地入股的方式给农民征
地补偿，并且村民可在尚禾源农业公司继续参与种

植、养殖，从而可以获得股金分红、工资和征地补
偿的综合性收益，并且公司还投资修建了社区通往
交通主干道的村级公路，改善了村庄的交通环境，
使得社区面貌得到改善。在这个案例中，由于开发
商充分考虑了社区的利益需求，因此该项目进行得
也比较顺利。

2.4 公众参与难以深入
土地规划是重要的公共事务，应该能体现各方

面的利益，因而公众参与理应是土地决策中的重要
环节。然而在现阶段，公众参与只停留在纸面上，
利益既得者更容易操纵规划成果，弱势群体的利益
很难在规划中得到体现。美国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是
自下而上、在公众参与下完成的。他们从基层的社
区、城区做起，逐步向上归并，通过公告、召开听
证会等形式，让专家、学者、社区公众参与反复讨
论协商，尽量达成一个多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方案
主要考虑公众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不一定人
人满意，但一般要经过半数以上民众讨论同意才可
通过。

国内的土地相关规划的公众参与仅仅表现在
“公示”层面，相关规划信息不够公开，各利益相
关者和公众缺乏在规划前期就能广泛有效参与进来
的渠道。社会底层的参事议事途径不畅，社会不公
平事件时有发生。

3. 全球视野下中国土地问题和挑战

中国土地利用与规划问题涉及到国内土地制度
改革、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生态安全、
法律政策等诸多方面。放在全球视野下，更是关系
到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稳定，也对外资流向、基建
原材料进出口贸易，碳排放等深具影响，其能否合
理解决事关重大。作为国土面积第三大的国家，中
国政府应果断决策，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支持粮食安
全及可持续发展，减少与土地有关的冲突，促进自
然资源管理的改善，并应对有关气候变化的各项挑
战；制定合理税收机制，从根本上摆脱土地财政的
束缚 , 实现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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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易使用、权威而且稳定的土地利用规划，以
便私营部门投资、主管部门管理及公众监督；明确
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机制，以保护产权并促进良好的
土地管理。

4. 政策建议

就上述问题，笔者最后提出几大策略建议：

4.1 完善法律体系，彻底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和政
府经营土地制度，建立权威的、综合考虑经济、社
会、环境综合目标的土地利用制度。

推进土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建设，
构建完善的土地管理法律体系是目前应该进行的首
要工作。现在涉及土地利用的规划较多，应将它们
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管理的综合的权威规划。笔者建
议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总体框架，考虑两个方面的
整合途径，一是组建高层平台进行整合，即将现在
国土资源部、发改委、建设部三个部门内的规划工
作剥离，合并组成一个新的高于现有部门的权威机
构，综合考虑国土利用和发展，协调各个部门的利
益。二是通过法律整合，从法律上细化各规划的内
容和层次，相互协调的细节。

4.2 加强农村规划，加快城乡土地统筹，建立集体
建设用地准入市场机制。

城市和乡村应该打破截然不同的两套用地体
系，从用地类型定义、名称、要求上进行统一，以
城乡统筹来带动乡村规划，形成全国一张图。同时
建立集体建设用地准入市场机制，缩小城乡差距。

4.3 完善土地补偿制度，保障个人合法权益。
在土地政策方面，不仅要在规划层面更加贴近

公众利益、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在征
地补偿方面，也应该完善现有的补偿制度和监督机
制。大多数因为征地而产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其
起因均为征地过程的不透明和征地补偿的不合理、
不到位。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完善征地补偿结构，
使得老百姓能够分享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

成果，而非被迫承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本。另一
方面，还要加强对相关管理机构的监督机制，特别
是对于官员政绩考评体系的优化，鼓励和嘉赏本地
政府对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作为，真正实现
国富民强的发展目标。

4.4 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形成体现公众意愿而不是
长官意志的土地规划。

推进土地规划方面的公众参与制度，真正实现
“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初衷，在规
划层面引入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体系，让本地居
民、学者、企业、政府共同参与规划制定，特别是
规划的环境影响、社区利益保障等方面的内容必须
有相关学者和社区公众代表参与讨论。对政府来说，
公众参与制度可能会增加规划制定的交易成本，但
从长远角度考虑，可以保证地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节约环境成本，减少地区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减少
维稳所需承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成本。当然，真正
落实规划的公众参与制度，还需要现行地方官员政
绩评价体系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摆脱 GDP 第一的
传统评价方式。

5.小结

面对错综复杂的土地问题既要学习国际先进经
验，也要梳理历史，认识其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源所
在。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顶层设计的梳理是现阶段
的重中之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需携手创新土地
管理机制，致力于土地监管而从土地经营的角色中
退出；对公民而言，土地是国有的，也是每个人的，
土地的决策需要公民参与。但愿未来 20 年在土地
决策领域涌现出更多青岛潘琦式的人物，共推公众
参与和民主决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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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区林业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引入中国后，经
过 20 多年的实践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并对中
国的林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社区林业
是在反思、继承和发展传统林业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强调林业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以社区为主体的林业
经营制度、经营理念和经营技术的基础上。中国
60% 以上的林地为乡村集体所有，在中国森林资
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社会需求量大和集体林
改分权到户后权益主体更为分散的现实背景下，乡
村在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增加森林碳储
量等方面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将社区林业纳入
乡村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通过建立以社区村民为
主体的激励机制和社区林业的组织管理体系，完善
社区林业外部发展环境，健全社区林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和注重社区林业的宣传及能力建设，推动社区
林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最终达到林业可持续发展
的宏观目标。

大事记

1. 1991 年，社区林业理念引入到长江中上游
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中，云南、四川开始了长达十
年的社区群众参与森林经营的研究、试验、培训和
推广等系列实践活动。

2.1993 年 2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
强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提出全社会办林业、全

3.3 森林保护——社区林业实践探索

文 | 唐才富 | 甘庭宇 | 王小燕

民搞绿化的要求。
3. 1995 年 3 月，《中国 21 世纪议程林业行

动计划》发布，明确提出发展乡村林业，使农业和
林业有机结合；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生产足够的产
品，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和增加经济收入。

4. 1998 年 5 月，亚太地区社区林业培训中心
成立，中国是该组织的发起国，中国林业代表团参
加了成立大会，并代表中国政府在成立章程上签字。

5. 1998 年 8 月，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启动，
一期工程为 2000 － 2010 年，二期工程于 2011
年启动至 2020 年结束。项目执行中，社区评估和
参与式方法等理念得到应用。

6. 1999 年，退耕还林开始试点。2002 年 1 月
退耕还林工程全面启动，同年 12 月，国务院颁布《退
耕还林条例》，提出政策引导和农民自愿退耕相结
合，强调退耕还林规划应考虑退耕农民长期的生计
需要。

7. 2002 年，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天然林资源
保护、三北和长江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
沙源治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重
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全部启动，社区
林业的理念和方法在各大工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实
践。

8. 2003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指出林业不仅要满足社会
对木材等林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更要满足改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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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需要。要求采取多种形
式发展社会造林。

9. 2007 年 5 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发布，提出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
护，社区林业朝着适应国际林业新形势发展。

10. 2008 年 4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
部署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指出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必须确保农民平等享有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确
保农民得实惠、生态受保护，确保农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决策权，实现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
良好、林区和谐的目标。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出《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11. 2009 年 6 月 22 日 -23 日，新中国成立以来
召开的首次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指出，发展林业是实现
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
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
重要途径。会议强调，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必须确保实现资源增长和农民增收两大基本目标，建
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和支
持林业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两项根本制度，必须坚持
尊重农民意愿和依法办事两大重要原则。

12. 2009 年 11 月，“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
计划”发布，强调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

的基本原则。
13. 2011 年 10 月，林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出台，提出把兴林富民、改善民生作为林业发展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14. 2011 年，国家颁布实施的第二个十年造
林绿化规划《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2011-2020
年）》，明确进一步推进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
化，促进生态改善、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农民增
收、社会和谐。

1. 综述

伴随联合国 1992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21 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
等文件的通过，国家对林业发展高度重视，林业的
地位全面提升，发布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林业行
动计划》，启动了六大林业重点工程，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全面推进，林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图 1）：全
国森林面积 1.95 亿 hm2，森林覆盖率 20.36%，
森林蓄积 137.21 亿 m3；人工林保存面积 0.62 亿
hm2，蓄积 19.61 亿 m3。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面
积与第四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相比分别增长了
46.2% 和 35.4% （张敏等，2011）。

图 1   历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主要指标变化    来源：张敏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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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联合国粮农组织（2011）发布的《2010 年
森林资源评估报告》看，中国仍然是森林资源相对
稀缺的国家，森林资源只占世界森林面积的 5.1%
和世界森林蓄积量的 2.8%，森林覆盖率 21.5%，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表 2）。但中国在扭转全球森
林资源持续减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
样性、维护能源生态安全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报告指出，“2005—2010 年世界人工林面积每年
增加约 500 万公顷，主要原因是中国近年来在无
林地上实施了大面积造林”( 表 3)。

在全国 18138.09 万 hm2 有林地面积中，集
体林地占 60.05% ，个体经营的人工林、未成林造
林地分别占全国的 59.21% 和 68.51%。作为经营
主体的农户已经成为中国林业建设的骨干力量。在
中国，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包括个人所有的林木）
是村社林业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村社林业发展的
结果（张蕾、狄升，1993）。

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传统林业不仅在很大程度
上忽视了社区不同农户对森林资源的切实需求，同
时，社区和村民也常常被排斥在森林经营的决策体
系之外。在全球社会发展环境下，人们开始强化林
业的社会作用，充分认识到单靠政府无法实现林业
快速稳定的发展，还需强调社区群众参与和社区综
合发展。社区林业以群众最广泛的自主性和自发参
与性为特征，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林业（或称传统
林业）。社区林业把解决森林可持续经营和乡村的

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目标，贯彻“以人为本”的原
则，强调群众参与的理念，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决策机制，注重
社区对森林的多种需求和森林生态系统多重效益，
重视乡土知识的应用和社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
有利于改变传统林业的“粗放经营”和政府林业的
“规模开发”方式，促进林业由单一木材生产为主
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由政府林业向社会参与林
业方向转变。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在国家重点林
业工程中进行社区林业项目试点探索。20 年来，
社区林业伴随着林业重点生态工程项目和林业深化
改革的进程，经历了社区林业项目为主的试验阶段、
国外援助项目为主的推广阶段和国内项目为主的发
展阶段。社区林业的理念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不
断付诸实践，初步形成社区林业的教学、培训、项
目实施、监测评估和推广应用体系。一大批学者和
实践工作者结合国情、林情，围绕社区林业含义、
本质特征、权属、参与式方法等进行了理论和实证
研究，促进了社区林业的本土化，为中国社区林业
未来长期的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然而，社区林
业体系尚不完善，还面临许多障碍和挑战。但社区
林业作为村民自主参与林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新
型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模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符合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
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作为林业可持续发展的

区 域
森林面积

（千公顷）
森林蓄积量

（百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

全球 4033060 527203 31.0

亚洲 592512 53685 18.6

中国                  206861 14684 21.5

中国占全球比例 5.13% 2.79% 69.35%

表 2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森林资源状况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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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践和行动，社区林业正逐步成为林业行业发
展的主流。

2. 社区林业实践探索

2.1 社区林业在中国的发展
社区林业的概念和理论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由中国的一些学者从国外引入的，并在相关的林业
项目中加以推广应用。最早在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
系工程项目中开展了社区林业的试点示范，随后社
区林业相关理念和方法、特别是参与式方法在天然
林保护、重点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社区扶贫等
项目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同 期， 通 过 亚 太 地 区 社 区 林 业 培 训 中 心
（RECOFTC）、福特基金会等举办的一系列社区
林业培训、研讨和考察交流等活动，培养了一批能
够运用社区林业的相关理论、方法进行项目研究、
项目管理和推广培训的人才；一些相关的研究机
构和参与式农村发展工作网等 NGO 组织相继在云
南、贵州、四川、安徽等建立起来，西南林学院等
林业院校相继开展了社区林业教育培训探索与实践
工作，大批学者对社区林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和探讨，在推动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互动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2.2 社区林业的特点 
从云南、四川、福建、湖南、浙江、湖北、安

徽、贵州等省开展的社区林业实践探索看，社区林

业体现了以下特点：
2.2.1 农民成为社区林业发展的主人。在运用

社区林业参与式工作方法开展的林业重点工程项目
中，始终以农民为主体，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
把调查和规划设计工作与社区发展有机结合。

2.2.2 林业规划注重社区发展多目标的结合。
社区林业项目引导农民在制订林业发展规则时，不
仅考虑木材等经济利益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造林经营
目标，更把社区生产发展、农民生活富裕、社区环
境改善和社区能力提升纳入统筹规划，使社区林业
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区发展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等方面的多重效益得到了充分发挥。

2.2.3 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决策
方法。通过参与式的工作方法使农民自觉参与到了
包括设计、经营管理和监测评估等全过程在内的森
林经营管理活动，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领导式管理
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农民的需
要得到尊重，政府扮演引导、协助、服务的角色。

2.2.4 社区的乡土知识得到尊重和应用。社区
林业项目实践中，注重了当地的乡土文化知识在规
划设计、林业生产活动和有效缓解矛盾冲突中的作
用，不再是传统林业下的统一组织、统一规划和统
一实施。

2.2.5 注重社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在林业
发展过程中，不再单一关注森林培育、保护和利用
结果，而更加强调结合乡村实际开展针对性很强的
技术培训和帮助乡村开展组织建设，从而促进社区

区域 1990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全球 4168399 4085168 4060964 4033060

亚洲 576110 570164 584048 592521

中国 157141 177000 193044 206861

表 3   全球 1990-2010 年森林面积变化（千公顷）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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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发展和农民技能力的提升。
2.2.6 多部门、多学科相结合。传统林业发展

主要以林业部门为主要行动主体，而社区林业实践
活动结合了自然科学、林学、农学、社会学、经济
学等多研究领域，由政府、民间社团组织、社区、
个人等多元化主体参与社区林业的发展规划、实施
和评估。

2.3 社区林业主要活动及影响
（1）社区林业主要活动

在国际合作项目和国内合作项目的推动下，社
区林业的概念和经营管理模式在我国的长江防护林
建设、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林业工程
以及相关扶贫项目中得以实践和应用。

    从 1991 年开始，云南、四川两省为了打破
林业传统观念和旧模式的束缚，探索有效的社区造
林形式，在长江防护林工程建设区开展了长达十年
的社区林业项目试点示范、研究、培训和交流等，
将参与式理念和方法引入到林业项目中。项目初期
通过培训、到国外学习考察、组织专家访问等形式
培养社区林业的理念、学习社区林业方法，提高实
施社区林业项目能力；而后在云南省的姚安、宁蒗、
昭通和中甸县，四川省的渠县、平昌和布拖县开展
试验示范。通过参与式方法及工具的运用充分调动
社区村民参与积极性，让村民在乡村快速评估和项
目规划设计中畅所欲言，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共
同决策；在渠县等地通过建立森林资源管理小组等
新的组织方式，尝试在村民小组的层次订立森林管
理合同。同时，项目区引入农民田间学校的形式进
行技术培训，使村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
到提高，让村民可持续经营管理自己的森林资源。

在 1998 年启动实施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中，
存在一些涉及项目的决策、执行和监测，以及当地
政府和社区等多个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等一系列不
利于工程目标实现的现象。社区林业的理念和方法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中欧天然林保
护管理项目中，村民代表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土地
利用战略规划讨论，让农民参与到林业项目和林业

政策制订过程中，鼓励他们制订乡规民约保护他们
自己的森林，形成一致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框架体
系。这种参与式管理模式能够进一步促进政府转变
职能，提高当地群众的资源保护意识，降低森林资
源管理成本，从而实现森林资源永续利用。

在退耕还林项目中，以社区农民的参与为核心，
以访谈、交流的形式向农户搜集相关信息资料，为
退耕农户和政府谈判选择和配置退耕树种，从而保
证退耕还林工程的顺利实施。

中荷扶贫社区林业项目在“以人为本”的参
与式思路基础上，在贫困山区建立起“农户林业 +
科技示范机制 + 农民专业协会”的可持续扶贫模式，
强调在自愿的原则下“自下而上”参与项目的决策、
选定、实施和监测评估，农民可以通过自助组织的
各种林业经济活动增加收入，确保了社区林业的可
持续发展。农民自助组织通过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合
理开发利用，增加了经济收入，强化农民在经济活
动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了农民在自我管理、共
担风险、服务社区的能力（徐家琦等，2004）。

2008 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明确规定土地权利
的重新分配必须由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投
票，三分之二以上认可批准。而改革之前，村领导
往往拥有未经协商或投票表决就决定如何分配的权
利。林改中很多地方把社区林业作为构建林区生态
文明的基础是符合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的合理对
策。发展社区林业，可以进一步巩固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的成果，增加农民收入并使农村经济得到近一
步发展，进而带动林区、山区的综合改革。

（2）社区林业主要影响
受访人员都认为社区林业的实践无论在社区还

是政府部门，无论对村民还是对官员，在林业理论
和实践方面都对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深远的
影响。为林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理念，既有技术创
新，又有制度创新。

①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转变。社区林业跳出了专
业性林业和“就林业论林业”的传统模式，人们开
始对传统林业进行反思，对参与式方法逐步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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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干部群众林业发展观念的转变，一些新概念
在政府管理中出现。

②改进了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参与式工作方
法使政府官员和干部开始从基层和农户的角度考虑
问题，他们更加注重乡村综合发展，在项目设计实
施时开始考虑林地林木权属、冲突管理、社会性别、
弱视群体、相关利益群体、社会公平和持续发展等
过去被忽视的重要因素，从过去的发号施令者向服
务者转变。

③提高了社区工作能力。多层次、多形式培训
和项目实践活动培养出了一批包括领导干部、技术
人员和基层工作人员在内的社区林业骨干，他们活
跃在农村发展领域，不断为其他项目提供支持和咨
询服务，促进了社区林业的创新实践和应用推广。

④开始影响国家和省的一些相关政策。社区林
业参与式理念等精髓要义不断在政府文件或规程中
体现，一些社区林业专题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
据。如退耕还林政策中把“政策引导和农民自愿退
耕相结合，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等
作为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四川省把采用参与式村
级规划方法写进了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⑤加强了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社区林业使
部门林业向社会林业转变，促进了林业与农村发展
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多部门、多学科广泛参与的优
势在项目中得到充分体现。

⑥增强了社区农民自信心和社区凝聚力。社区
农民通过参与项目规划决策、建立森林管理小组、
参加农民田间学校和有针对性的培训交流，增加了
自信心，建立了参与意识，特别是妇女的更多参与，
不仅提高了认识和技能，还增加了生产收入，促进
了社区自我管理、自主决策和自我发展。同时为社
区提供了对外交流的机会，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相
结合的方式，不仅增加了学识和经验，也带来一些
发展机会。

3. 全球视野下中国社区林业的问题和挑战

中国社区林业 20 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丰硕成
果，但社区林业发展主要还是来源于包括国际组织、

非政府机构等的外部推动，尚未明确纳入到林业行
业发展的主流，一大批从事社区林业参与式研究和
发展的人员不在林业体系内（刘金龙，2004）；
多数地方对于社区林业的理论、方法不甚了解；对
社区林业中社区森林的多重效益和生态服务功能的
认识相对比较局限；社区群众自我组织、自我发展、
自我服务的社区林业发展机制也面临许多制度性的
障碍，缺乏受广大社区成员拥护的组织形式和管理
方式，当地社区已有的社区林业组织缺乏政策及法
律上的认可（杨伦增，2005）。

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水
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对森林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
中国当前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社区森林资源保护和社会经济
发展对木材需求的矛盾依然突出。在城市资本强势
进入林区的新形势下，社区林业需要研究如何建立
以社区为本的有利于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符合可持
续发展的林业经营管理模式。

在全球普遍关心气候变化问题的当今，发展林
业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林业应对气
候变化“十二五”行动要点》中把坚持政府主导和
社会参与相结合作为了基本原则之一，社区林业肩
负着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增加森林碳储
量等重要的历史使命。目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分
权到户的经营结构，使得林地经营规模结构趋于细
碎，权益主体更为分散，而林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
规模，这给社区林业未来的组织管理带来了新的挑
战。

4. 政策建议

社区林业的出现标志着林业发展战略的转移，
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外援式社区林
业不能也不是构建林业“三大体系”（林业生态体
系、林业产业体系和生态文化体系）和协调发挥林
业 “五大功能”（生态、经济、社会、碳汇和文
化功能）的中国社区林业主要形式。社区林业发展
应注重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体制背景，开辟
适合中国国情、林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实现社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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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流化。
（1）将社区林业纳入乡村可持续发展总体战

略。把社区林业发展融入到乡村社会、经济、生态
和文化协调进步的多元化目标中，把适当的环境和
文化标准纳入社区森林资源规划和森林资源经营管
理方案，实现乡村“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
裕”。 

（2）建立社区村民主体参与的激励机制。赋
予农户更多权利，为社区组织管理当地的自然资源
创造更多的参与机会，使群众公平地拥有发展选择
权、参与决策权和分配受益权。

（3）加强社区林业的组织管理体系建设。明
确社区林业组织同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当地林业部
门的关系，探索社区林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群众
的民主参与意识、公平公正观念和科学决策的能力。

（4）完善社区林业外部发展环境。在集体林
改主体工程完成后，需积极推进林地林木流转、林
木采伐管理、林权抵押、森林保险等配套改革，进
一步完善林业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生态补偿力度。
建立健全林业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切实保证农民
得到相应的赋权。积极引导社会多方参与，建立政
府投入为主、全社会参与的生态环境建设的融资体
制。 

（5）健全社区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面对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 “分林到户”后单一农户生产实
力较单薄、开展生产经营和走向市场面临很大甚至
难以克服的困难的新形势下，发展社区林业，引导
培育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扶持农民组建各类专业
合作社、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帮助社区群众
提高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能力和组织化程度，逐步
实现规模经营基础十分重要。

（6）注重社区林业的宣传和能力建设。开展
社区林业需要更多、更广泛宣传，使更多的人们认
识、理解社区林业的理念，掌握社区林业工作方
法，提高社区林业的效果。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结
合当前林业发展新形势深入开展社区林业的研究和
实践，进行国内外、省内外的社区林业研讨和信息
交流，丰富社区林业的内涵，扩大社区林业的应用

领域。

5. 小结

在中国森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社会
需求量大的现实背景下，社区林业通过群众参与经
营管理的模式，将林业的发展与当地生产发展的现
实条件与发展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以自主参与的
方式充分发挥当地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并通过
与当地文化、乡土知识、其他产业的结合，有效地
实现整个林业产业的科学合理的可持续发展。长防
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多项林业、扶贫建设
项目，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引入了社区林业参与
式理念，通过实践探索，我们看到社区林业正推动
着林业的社会改革和经营方式的转型，在实现森林
资源保护、社区生态环境改善、社区群众生活水平
提高等方面有着积极成效，为林业的“全面、协调
与可持续发展”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通过 20 年的实践探索，中国社区林业的理论
和思想日臻完善，但也面临着体系不健全、非主流
化等许多问题和挑战。在当前我国林业由以木材生
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由部门办林业向全
社会办林业转变的新形势下，需要将社区林业可持
续的经营思想、多目标的经营方式和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的理念向人们充分展示，建立健全社区林业发
展体系，使社区林业真正成为中国林业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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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本从技术、资金、政策层面分析了中国
荒 漠 化 防 治 面 临 的 挑 战 ， 2 0 年 来 中 国 荒 漠 化
防治可持续发展取得的进展，以及民间社会应
对 草 原 荒 漠 化 的 实 践 与 探 索 。 本 文 认 为 ， 2 0
年来中国努力履行国际荒漠化防治公约，荒漠
化防治投入巨大，成绩显著，但仍面临技术、
资金和政策的巨大挑战。作者认为，荒漠化是
干旱、半干旱和干旱性半湿润地区由于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引起的土地退化，是涉及社
会、经济、环境多方面的复杂问题。由于荒漠
化成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应对荒漠化的
不同阶段，人们对于荒漠化成因有不同认识，
因而产生过一系列不同政策，从而导向着不同
行动，以及不同后果与机制。20年来，中国荒
漠化防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认识、调整政策、
采取行动、总结反思、再调整政策的过程。在
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针对中国荒漠
化防治的状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坚
持政府、企业和社会相结合，创新荒漠化防治
的多元投入机制。第二，坚持科学治沙，按自
然规律办事，自然修复与人工治理相结合，创
新荒漠化防治的技术模式。第三，坚持治沙与
致富相结合，创新荒漠化防治的产业模式。促
进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生态改善与农民增
收的双赢之路。

3.4 土地荒漠化 : 导入社会力量，推
进可持续荒漠化防治

文 | 王书文

大事记（1992－2011）

1. 1991 年国务院批复《全国防沙治沙工程规
划》，把荒漠化防治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启动
全国防沙治沙工程。

2. 1994 年实施了生态县试点工程及黄河中游
保护林建设工程；签署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并于 1997 年 2 月 18 日交存批准书，公约于 1997
年 5 月 9 日对中国生效。

3.1998 年起，开始开展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退耕还林工程、“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及
长江流域等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和重
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等。

4. 1999 年，中国政府把保护耕地作为一项基
本国策，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国家划定基本
农田保护区，为确保粮食安全提供重要基础。

5. 2002 年颁布实施了《防沙治沙法》，批复
了《 全 国 防 沙 治 沙 规 划（2005—2010 年）》，
2005 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
决定》。

6.2000—2005 年中央财政共投入资金 90 多
亿元人民币，实施了天然草原植被恢复与建设、草
原围栏、牧草种子基地、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草原生态建设等项目。

7.2004 年国家实施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
土保持、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淤地坝、东北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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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珠江上游南北盘江石灰岩地区水土流失综合防
治等多个专项工程，水土流失重点防治范围由长江、
黄河上中游拓展到东北黑土区、珠江上游和环京津
等地区。

8.2004 年 6 月 5 日世界环保日，87 名中国大
陆和台湾的著名企业家，在中国内蒙古的阿拉善盟
发表了《阿拉善宣言》，成立“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
以减缓阿拉善的沙尘暴为起点，致力于保护中国的
生态环境，实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9.2007 年，第一届库布齐国际沙漠论坛在鄂
尔多斯召开，亿利集团在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地区探
索的产业化治沙新思路，实现由被动防治向主动防
治、由征服自然向利用自然、由沙逼人退向人逼沙
退、由贫瘠荒漠向绿色产业的四个转变。

1. 综述

经过 50 多年的建设，特别是 1978 年启动“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1991年实施防沙治沙工程、
2001 年开展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以来，中国荒漠化
防治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人民日报，2003）。

中国先后制订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
国 21 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等重要文件，实施
以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人口协调发展为
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成立
了“中国防治荒漠化协调小组”，全国防治荒漠化
任务较大的 14 个省（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
防治荒漠化协调或领导小组（关君蔚，2004）。

2002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
法》正式实施。该法确立了各级政府和用地单位及
个人是防沙治沙中的责任者和防沙治沙的基本步骤
和方法、保障措施以及相关法律责任，是世界上第
一部专门针对防沙治沙所制定的法律。 

20 多年来，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在荒漠化地
区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荒漠化防治工程建设，并初步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荒漠化防治科研、教育组织体
系，相关学科设置日趋科学，教育、培训体系逐渐
完善，形成了以生物措施为主，生物措施、工程措
施、管理措施相结合，因害设防、突出重点、综合

治理的荒漠化防治技术思路；在荒漠化监测方面，
形成了以 3S 技术为支撑的、以干旱和荒漠化／沙
化土地监测为基础的动态网络体系；在工程布局上，
实行分类施策，以大工程带动大发展；在植被建设
上，确立了防、治、用结合，保护优先的植被建设
方针；形成了乔、灌、草结合，宜乔则乔、宜灌
则灌、宜草则草、宜荒则荒的技术路线。2001 年
起，又先后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以防沙治沙
为主攻方向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四期工程，
这两大工程覆盖了中国沙化地区90%以上的土地，
构筑了全国荒漠化防治工程的整体骨架（关君蔚，
2004）。   

中国是一个受荒漠化影响较大的国家，荒漠
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27.3%。20 年来，尽管国家
在荒漠化防治上投入巨大，然而北方的沙漠化土地
总体上仍现扩大趋势（王涛，2009），北方农牧
交错区的沙漠化近 10 年来得益于国家实施的退耕
还林（草）政策措施和诸如“三北防护林”建设、
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等，以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
地和毛乌素沙地为代表的区域实现了整体的有所逆
转；北方传统草原牧区的沙漠化虽然许多地方积极
建设“草库伦”实行轮牧，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草
畜矛盾的问题，导致近年沙漠化的持续发展；西部
绿洲地区（石羊河、黑河、塔里木河、奎屯河下游）
沙漠化也在发展之中，荒漠化仍然是未来中国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2.中国荒漠化防治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目前，中国荒漠化防治总体形势还是处于“局
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局面，未能探索出一条荒漠
化防治的可持续模式。荒漠化防治的可持续性首先
应是防治荒漠化本身的可持续性，也就是恢复或重
建与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稳定的生态系统；二是
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应与防治荒漠化相协调，以保证
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中国荒漠化防治
的可持续机制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解决一系列诸如技术、资金、政策
等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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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技术层面：还没有找到可持续的防治模式
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

一，但至今还没找到有效的防治模式 ( 胡跃高，
2009)。伴随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启动了多
项全国性与区域性工程，沙漠化防治投入与力度在
20 年间不断加强，但中国沙漠化防治的策略和技
术方法总体变化不大。

荒漠化防治技术方法涉及工程、生物与化学
以及农艺等学科及技术领域。20 年来，生物固沙
一直是沙漠化防治的主要措施，其中主要以固沙林
建设为主，虽然其思路与模式有所改变，但技术突
破有限；工程与化学措施方面发展快速，新型塑料、
仿真植物、化学固沙剂、保水剂普遍应用于沙漠化
防治，但还未实现产业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 3S 技术、太阳能、
风能技术已在荒漠化防治中普遍应用；近 20 年来，
开始注重大尺度开展沙漠化防治，如流域系统尺度，
上、中、下游，绿洲、荒漠，农、林、牧的协调发
展。比较成功的应对沙漠化的技术措施包括毛乌素
沙漠恢复生态的“三圈”模式、奈曼沙化草原生态
恢复、库布齐沙漠分区综合治理新模式和农牧交错
带草原沙化防治与沙地开发利用等。各类防沙治沙
技术不断涌现，但突破性技术鲜见。

2.2 资金层面：还没有形成多方投入的机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荒漠化治理政

策也在不断演变，但在治理过程中，以政府投入为
主的格局一直没有打破。“三北防护林”和“京津
风沙源治理”两大工程，覆盖了中国 85％的沙化
土地，两大工程仅中央累计投入就近 100 亿元（蒋
高明，2007），全部资金主要由政府投入。

在沙漠化地区，国家实施“禁牧、移民搬迁、
结构调整”等生态治理政策，试图形成“国家投
资、地方实施、农户参与”的治理模式（马永欢，
2006），但各项防沙治沙工程的建设资金主要来
源于国家及地方财政投资，民间社会、企业及行业
投资所占比例微乎其微，所投入资金也基本没有效
益收入以供循环利用，工程建设只是一味依靠国家
的直接投资来维系。

当然，也有一些民间参与的治沙活动，在沙
漠边缘还涌现出很多治沙英雄，这些治沙英雄几乎
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都投在了治沙上，如，宁夏盐
池县沙边子行政村的白春兰，陕西省靖边县金鸡沙
村的牛玉琴等。牛玉琴先后投入 200 多万元，白
春兰在毛乌素沙漠东南缘种树 5 万棵，治理沙漠
化土地 3 千亩。但沙漠化治理是典型的投入多、
收益少的活动，在很难得到政府贷款而政府又不允
许伐树的情况下，民间治沙者面临严重的难以为继
的困境，既难以承受树木的管理和看护费用，又缺
少“通电、通路、通水“的资金，对未来的发展感
到茫然（马永欢，2006）。

2.3 政策层面：还没有形成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
20 年来，在应对荒漠化的过程中，政府一直集

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三种角色于一身，
基本没有建立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自 1994 年签
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制定履约行动到现在，
国家影响力较大的荒漠化治理政策和行动主要包括：    

（1）三北防护林工程。一期工程主要是建设
生态型防护林，实施了国有林承包到户，谁造谁有
的政策，鼓励个人承包造林。在这样的政策激励下，
农民积极投身于造林工作中。但随着工程的实施，
由于农民承包建设的林地均属生态型防护林，农民
并没有对林地的收益处置权，承包权仅流于表面，
因此，在只投入无收益的情况下，农民造林积极性
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二期工程改变了一期以
生态林建设为主的思想，提出建立生态经济型防护
林体系，使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群众脱贫相结
合。三期工程在积极探索生态经济型防护林建设的
同时，新推行了四荒拍卖和多种合作制造林， 以
调动社会团体与企业投身于造林工程建设的积极性
（郭婷，2010）。

( 2) 全国防沙治沙工程。由于三北防护林建设
中，中央政府投入过少，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配套
资金也很难到位，致使工程建设资金存在隐患。为
缓解三北工程资金压力，确保治沙工作，在三北实
施二期工程时，国务院又以国函 [ 1991] 65 号文批
复同意了《1991- 2000 年全国防沙治沙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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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将荒漠化防治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
（郭婷，2010）。

（3）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六大生态工程。进入
21 世纪， 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签订后，
我国积极寻求适合本国的防治政策及技术手段。为
了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并存
的治沙工程形成与发展，提高农民自主造林的积极
性，四期工程取消了原有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造林
制度，重新施行将集体林分家到户、国有林家庭承
包等政策。

 其中，在应对草原荒漠化的政策中，国家主
要推动围封转移、禁牧休牧措施，国家试图通过管
理牧民的放牧行为，减少草原牧区的人口和牲畜数
量以减少对草原沙漠化的威胁。

由于国家是草原生态保护的主体，并同时承
担了三种政策角色——制度的制定者、制度的执行
者和监督者，在生态政策与当地居民的利益产生矛
盾的时候，国家又是利益的补偿者。在这个过程中，
当地居民参与决策的作用被忽视了，他们只能被动
地接受政策，接受各种分派和补贴。在这个过程中，
决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通过政策、法规、
资金和项目来实施草原生态保护，权力和资金高度
集中于中央政府，目标和项目也来自于中央政府，
自然资源管理的权力则被赋予垂直管理的部门，这
样，不仅基层社会被排斥在外，就连地方政府也同
样被排斥在决策之外。目前草原保护的现实是，通
过自上而下的生态环境保护话语的建构、政策制定
和资金支持，形成了自上而下推动的草原环境保护
行动（王晓毅，2009）。

国家的多数生态政策是强硬和刚性的，但由
于在国家与牧民中间缺少一个将简单划一的环境政
策转化为适合地方实际操作的中间环节，这就使得
某些政策难以在牧民中落实。在简单划一的政策下，
基层牧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表达，牧民就普遍采取
违规行为来对抗生态保护政策。因此，尽管个人理
性和国家权威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和促进环境保护
行动，但是，目前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创新是
最必要和最首要的行动。

因此，相对于把荒漠化问题推到环境生态问
题的首位考虑而言，更加重要的是推动体制改革，
放权于民，以保证生态治理主体的权益为前提，调
动民众的荒漠化防治积极性。国家政策应根据治理
产生的生态效益对荒漠化治理者给以经济补偿，这
样就能把治理荒漠化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了。

3.民间社会应对荒漠化的探索和实践

民间社会一直在关注着南方石漠化和北方绿
洲及草原的沙漠化的预防和治理。如以草原沙漠化
防治为例，20年来，民间力量总结中国荒漠化防
治的经验与教训，不断调整治理策略，通过协调
人—草原—牲畜三者的关系，尝试重新构建和恢复
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继而达到减
缓或抑制沙漠化步伐的作用。

在应对草原荒漠化扩张的问题上，国家政策
多以一刀切的方式将农业地区政策简单复制于草原
牧区（例如草原双承包政策），实施了诸如退牧还
草政策、林权改革政策，围封转移政策，围封禁牧
政策等，采用项目化和工程化的运作模式操作，人
多则移民搬迁，畜多则禁牧，草少则采用围封的方
式，分割了人—草原—牲畜三者的关系。一些措施
不仅不能够恢复与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稳定的自
然生态系统，还削弱了承载草原文化的基础，引发
了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引起政
府和公众的关注。在社会力量的不断呼吁和努力下，
目前，“草原生态保护奖的政策已经开始实施，，
但是发展惯性和现行政策仍然不足以保证草原的可
持续利用。20 年来，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
学者、NGO 和企业家群体一直在关注中国的荒漠
化防治，并且已经成为一支调查研究、探讨对策、
筹集基金、组织行动的重要力量。中国民间力量介
入荒漠化治理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3.1 公民荒漠化防治的启蒙期 （1990-2000）
以远山正瑛、自然之友为代表的公民荒漠化

防治的启蒙期。在这个阶段，许多公民怀着朴素的
志愿精神或者英雄主义情怀，以“人定胜天”的信
念，来到沙漠植树造林。一些国际公民也来华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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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沙漠化，如日本老人远山正瑛在恩格贝治沙，
试图用愚公移山的精神锁住流沙。这些公民的自觉
行动唤起了公众关注荒漠化问题。　

一些 NGO 组织，如以苗玉坤为代表的“赤
峰沙漠所”、以万平为代表的“科尔沁”、以陈继群、
卢彤景为代表的“曾经草原”、以饶勇为代表的“若
尔盖绿色骆驼”和“瀚海沙”等，不仅开始关注和
思考防沙治沙的具体问题，而且积极行动，扎根在
沙漠化地区，以植树（前期）、种草（后期）为主
要手段，开始探讨更加合适的荒漠化治理方法。他
们认为，社会对土地、草原、森林的掠夺性开发，
导致了荒漠化的急剧扩张，单凭志愿者的热情是远
远不够的，必须唤起全民的生态意识和参与热情，
才是荒漠治理的根本出路。

2000 年 3 年 20 日，苗玉坤创建了“赤峰沙
漠绿色工程研究所”，并在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
沙地交界处承包沙地 10 万亩（刘青杨，2001）。

2000 年 6 月，万平在同发牧场沙丘上成立了
自己的治沙基地。从技术上探索通过恢复沙地原生
植被，再辅以防风林固定流动沙丘的模式，并建立
生态保护产业示范区，带领农民改变原始落后的生
产方式，走出一条与生态相协调的经济发展的可持
续之路。

“曾经草原”通过演讲和展览，对草原沙漠
化问题做出相对客观的呈现。卢彤景作为摄影师，
拍摄了大量的阿拉善地区沙尘暴和山羊的照片，以
影像的方式，以沙漠化防治的主流群体为目标人群，
传播了荒漠化的成因和预防方法，使很多公众和行
业内人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认为牧民饲养山
羊过牧是导致荒漠化和沙尘暴的根源，也迎合了当
时主流政策和学者的对于草原荒漠化问题的判断。

3.2  草原学者针对荒漠化政策与措施的反思期
（大约 2000-2005）

以关注草原、荒漠化、草原文化等问题的学
者为主体的，关于游牧或定居、禁牧或圈养等有关
牧民生活生产方式的讨论乃至纷争，以及进而对“人
定胜天”和“基于经典草原保护理论”下的政策的
反思，和对当地人利用自然资源的权益的关注，是

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表现为 “人与草原”学者群、
瀚海沙、自然之友等民间组织所进行的行动和研究，
这些行动和研究为从事荒漠化防治的民间力量提供
了思路和借鉴。

草原沙漠化问题的反思，首先是从对沙漠化
成因的讨论开始的。额尔敦布和（2006）认为草
原开垦、超载放牧、牧区水资源开采和牧区改革与
发展中搬套农村政策是草原荒漠化的主要原因。达
林太（2005）则认为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具有明
显的非平衡生态系统特征 , 因此对这类草原的管理
也必须符合非平衡生态系统的规律。由于中国草
原管理照搬美国的草原管理学作为指导理论 , 势必
走入把对放牧系统改造作为治理草原主要手段的误
区。达林太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认为：由游牧
变为定居、不合理的围栏、不合理的引种 ( 改良 ) 
、开垦草原是加速荒漠化的原因。

这一阶段属于草原荒漠化政策与措施的反思
期，主要特点是，长期关注草原问题的内蒙古学
者，以及后来开始关注草原问题的生态学者和社会
学者，逐渐形成了游牧派、定居派两大派别，学者
们进行了长期的讨论。而在这一时期，，以瀚海沙、
天下溪、福特基金会等机构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则
通过支持学者搭建平台的方式，推动新的保护思路
传播和发展，其中，以“人与草原网络”为代表的
一批力量，开始将草原保护与“人”的发展和需求
（经济、文化、社会）链接了起来。

  3.3 企业家社会责任践行期（2004 - 至今）
民间社会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重要性，重视社区在荒漠化防治当中的作用。以
2004 年 6 月 5 日阿拉善 SEE 成立为里程碑，民间
企业家开始通过凝聚企业家的智慧和力量，引领公
民社会集体应对荒漠化。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认为，阿拉善草原荒漠
化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介入了干
旱的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由于人口压力和外来文化
的冲击，传统居民敬畏自然的文化正在衰亡，人的
生活方式对自然的压力越来越大；不适当的牧业政
策或保护措施的实施，造成草原的蜕化与荒漠化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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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扩大。
SEE 协会一开始就确立了“社区主导型”荒漠

化防治理念：通过改变不适合自然规律的生产和生
活方式，达到生态与生产生活的共赢，实现生态环
境保护与社区生计改善的统一。从农民内心最盼望、
最愿意投入资金和付出劳动的项目入手，通过村民
自发组织和建立行之有效的机制，充分发挥农民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合理管理和规划利用各
种现有的资源，从而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
境的目的。

社区主导型生态保护网络，是以沙漠植被和
草场保护为目标，形成农牧民自发建立的梭梭林保
护区，彻底杜绝 1200 平方公里面积上的梭梭柴商
业化买卖现象。通过这个网络的建立，初步探索出
一条以社区为基础的多方参与的内生式生态保护与
发展模式。

以亿利集团为代表的企业界开始探索荒漠化
防治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模式，试图以商业化的沙
产业模式实现荒漠化防治的经济可持续。尽管一些
学者认为，目前通过沙产业应对荒漠化还缺乏可持
续性，现阶段只能是一种项目经济。但通过产业化
模式防治荒漠化是值得肯定的可持续方向，因为无
论是商业项目还是公益项目，没有盈利模式，就谈
不上经济可持续性，只会是短命工程。

4.政策建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在 1977 年、1984
年和 1991 年对沙漠化的状况和速度所进行的全球
评价表明，目前人们对沙漠化过程的基本认识不足
（21 世纪议程），缺少适当有条理的观察系统，
很难制订和执行有效的防止沙漠化的综合系统方
案。20 年来，我国建立了沙漠化和干旱易发地区
的信息和监测系统，但围绕荒漠化成因的争论不断，
影响着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和行动。参与荒漠化防
治的不同主体，由于涉及利益、立场、知识层面等
的不同，对沙漠化成因的看法也不同。针对上述情
况，面对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笔者提出如
下政策建议：

（1）坚持政府、企业和社会相结合，调动全
社会的资源，创建荒漠化防治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完善国家扶持和群众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机制，尤其
是要强化政府的引导与服务，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
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营造一个全国参与、全民
尽责、各尽其能、全社会支持的氛围。

（2）坚持科学治沙，按自然规律办事，坚持
自然修复与人工治理相结合，创新荒漠化防治的技
术模式。以水资源量确定地区发展战略、产业布局
和 GDP 增长模式。一方面要扩大退牧还草，促进
退化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另一方面突出科技支撑
作用。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双管齐下，把生态
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科技发展的重点，优化科技资
源配置，力争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方
面来实现新的突破，大幅度提升基础研究和技术创
新能力，努力服务于荒漠化防治与生态建设工程。

（3）坚持治沙与致富相结合，创新荒漠化防
治的产业模式。沙漠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因此要促
进生态建设和新兴产业的协调发展，充分利用荒漠
化地区的资源，使荒漠化防治过程成为新兴产业、
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的过程，要变沙害为
沙利，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有机统一（新华网，2011）。

5. 小结

文本在概要回顾了 20 年来中国荒漠化防治可
持续发展取得的成绩后，从技术、资金、政策层面
讨论反思了 20 年来荒漠化防治所做的探索和实践，
综合各方观点，笔者认为，中国 20 年来在荒漠化
防治方面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认真履行了国际
荒漠化防治公约，但同时面临巨大挑战，集中表现
在：在技术上至今还没找到有效的防治模式；在资
金上，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格局一直没有打破，没有
形成多方投入的政策机制；在政策上，政府一直是
荒漠化防治政策的主导者，没有形成公众参与的决
策机制与“谁治理谁受益”的权益机制，为此，笔
者认为，导入社会力量，是推进中国荒漠化防治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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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2-2011 年，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围绕履
行《21 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在抢救
性保护思路下，实现了数量和面积规模的大幅提升，
管理、投入、合作、社会参与等不同程度改善。本
文结合对相关利益人群和机构的采访，分析了影响
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中空间布局不均衡，与边界不
清、经济发展压力大、投入缺口、公众参与机制缺
乏等关键问题与挑战，提出了保护地系统规划、建
设重心调整、参与机制构建、激励机制及投入机制
创新、生态补偿、宣传普及等相关政策建议。

大事记

1.1992 年 2 月，国家环保局通知成立第一届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

2.1993 年 7 月，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
林业部、农业部和国家环保局等部门共同发起组建
成立“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3.1994 年 12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

4.1995 年 6 月，全球环境基金（GEF）“中
国自然保护区管理”项目启动。

5.1995 年 5 月，国家科委批准由国家海洋局
公布施行《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6.1998 年 8 月，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国 办 发
[1998]111 号文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

3.5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现状与
未来诉求

文 | 张黎明

管理工作。
7.1998 年 10 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保护国际基金会（CI）、大自然保护协会（TNC）
在成都联合召开长江上游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保护
规划研讨会。

8.1999 年 12 月，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
农业部和国土资源部在北京召开全国自然保护区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9. 2000 年 8 月，国家主席江泽民为“三江源
自然保护区” 题名。

10. 2002 年 6 月，许智宏等 22 位院士呼吁国
家增加自然保护区投入。

11. 2009 年 8 月，环境保护部印发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导则（试行）。

12. 2009 年 9 月，财政部、国家林业局联合
印发《林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

13.2010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1.综述

1992-2011 年的 20 年间，正是中国 GDP 长
期以超过 8% 的年均速度增长的时期，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面临严峻而巨大的挑战。其
间于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大会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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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议程》，郑重宣告“促进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
责任”。为兑现履行《21 世纪议程》承诺，中国
政府制定通过了《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
白皮书》（1994），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
然保护区建设目标。回顾挑战的 20 年，中国自然
保护区建设呈现出长足发展，成效显著，为缓解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的压力，
维护中国国家生态安全、地区及全球生态安全，产
生了难以否认、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

2.20年来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发展状况

2.1 中 国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数 量 和 面 积 规 模 成
倍 增 长。 截 至 2009 年 末， 中 国 已 建 各 类 保 护
区 2541 处， 总 面 积 14774.68 万 hm2， 占 国 土
的比例达 15.39%。其中国家级保护区 319 处，
面 积 9267.1 万 hm2（ 环 境 保 护 部 数 据 中 心，
2012）。 与 1991 年 末 相 比， 保 护 区 总 数 增 加
1833 处，增幅 258.9%；面积增加 9108 万 hm2，
增幅 162.43%；国家级保护区增加 242 处，增幅
314.29%。除保护区外，其他类型保护地也快速增
长，如林业部门同期建立了 5 万多处总面积 150
多万 hm2 的各类保护小区及 2458 处面积 1652.5
万 hm2 的森林公园（张红梅等，2010)。初步估
计全国各类保护地总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的比例已
超过 18%。

2.2 中国自然保护区规范管理逐步改善。国务
院 1994 年颁布实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确立了
以环境保护部门为综合管理部门，林业、农业、水
利、海洋等为分类业务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体系，
呈现出综合统筹与分类管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统
筹、统一与分类管理目标。国务院多次下发加强保
护区管理通知，环境、林业、财政等发布了多部保
护区规范管理技术标准和规范。保护区管理机构与
人员配置也持续增加，如林业部门分管的 2035 处
自然保护区中有 1135 处占 56% 设立了管理机构，
管理人员总数达 35385 人（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
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2010），而有能力
进行数字化巡护监测和科研的保护区日益增多。

2.3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资金投入增长。据国
家机关保护区管理专家介绍，2005 年以来，中央
财政对保护区的年均投入超过 2 亿元，其中 2011
年，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总投入约 5 亿元。2000
至 2010 年的十年间，中央财政对国家级森林和野
生动物类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的投入总量达
249899 万元（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
保护区管理司，2010）。同期，地方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财政对保护区的投入虽有较大差别，但总体
上呈增长趋势，如广东省财政在 2000 年前，对保
护区年均投入不足 200 万元，2000 至 2010 年间
达到 1.6 亿元（中国新闻网，2011）。

2.4 中国自然保护区国际合作加强。1991 年
底比较，截至 2011 年底，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保护区由十处增
加到 28 处，增幅 180%；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的
保护区由六处增加到 37 处，增幅 517%；有至少
18 个保护区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范围，有 16 个
保护区加入东亚 - 澳大利亚涉禽迁徙网络，有九个
保护区加入东北亚鹤类保护网络。通过政府间及与
世 界 银 行（WB）、GEF、 WWF、CI、TNC 等 国
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引入参与式管理、社区共管、
协议保护，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保护区的有效管理。

2.5 社会参与保护区建设语境日益改善。相关
利益者、公众参与保护区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平台
在各个时机、各个层面初步建立，交流通道日益开
放，公众参与机会改善；社会公众参与保护区建设
积极性较大程度提高，数以千计的国内外民间环保
社团，以多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和推动着自然
保护区建设和管理，也出现了私营企业主和社会企
业参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现象，如四川余家山县级保
护区由企业主申请建立，而“四川西部自然保护基
金”则是社会企业为参与社会公益型保护地建设共
同发起成立的基金。

当然，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过程中还有不少
令人忧虑的问题，如绝大多数保护区边界和资源家
底不清、管理粗放、有效管理考评体系缺乏等。



162 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第三部分 环境和资源

3.多元视角下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建设

围绕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笔者就保护区建
设的规模与速度、管理、投入、社会参与等五个方
面采访了国家和省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学术研究、
保护区、非政府环保组织、旅游企业、媒体等不同
机构从业者的看法、意见和建议，他们对各个问题
的看法既有共识，也有分歧。

3.1 关于中国保护区建设规模与速度
就保护区数量与面积规模而言，国家机关保

护区专家、国家级保护区一线管理人员及旅游企业
业主和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保护区建设成效很大，
无论数量还是面积规模都增长迅速。有 NGO 人士
甚至认为，目前占国土比例超过 15% 的保护区数
量和面积够大，差不多了，应在管理上下功夫；而
另一位曾分别在环保、林业分管的不同保护区工作
过的资深人士认为，中国保护区发展速度过快，数
量上去了，管理还没有跟上。媒体记者也持相似观
点，认为中国不停地建立保护区，粗放发展，缺乏
对已建保护区的治理和管护。

分析：中国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增长很客观，
有大量公开数据为证。但数量和面积规模是不是增
长过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数量优势对于生物
多样性抢救性保护而言或可达到“从量变到质变”
的效果，但也会导致管理和投入跟不上的挑战，而
且还容易引起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尖锐化。一项关于
保护区的调研报告明确提出，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数
量初具规模，未来应该从数量增速向质量提升转变
（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山
水自然保护中心，2010）。
   
3.2 关于自然保护区建设经费投入

多数人认为中国政府对保护区建设投入在不
断增大。这一点，国家层面的专家和来自国家级保
护区的受访者感触很深，而亲历过保护区基础设施
包括道路、宣教与信息中心不断改善的企业人士也
表示赞同，认为保护区设施建设得很好。有学者认
为中国保护区保护和投入的力度一直在增加，但保

护区投入增加力度和经济发展速度相比还较低，且
很多投入没有真正用到保护工作上。还有观点认为
真正增加了投入的只是国家级保护区，而省级、市
（州）级和县级保护区获得的投入很少，尤其是经
济条件差的一些边远地区的保护区。另外有观点认
为，建设速度过快，不管是国家级保护区还是其他
级别保护区，即使每年增加一定量的资金投入，但
落实到每个保护区的经费如同“撒胡椒面”，实际
很少，无法满足建设需要。

分析：机制决定了中央财政重点关注国家工
程和国家重点项目投入，国家级保护区的投入属于
这个范畴。不在国家管理和投入机制下的非国家级
保护区得不到中央财政的直接支持。此外，非国家
级保护区的建设，如果不涉及国家重点项目或工程，
在机制上则由地方政府财政负责，经济发展好的地
区，财政实力强，对保护区的投入也相对容易，反
之则很艰难。另一方面，保护区数量和面积规模增
幅与财政投入增速之间不匹配，保护区数量增长超
过资金投入增长，必然导致保护区建设管理资金不
足，影响管理质量和水平。

3.3 关于自然保护区规范管理
受访者认为中国保护区的管理水平普遍很差，

国家级保护区相对而言要好一些，其它保护区的管
理非常落后，原因之一是监管不到位。有人认为中
国保护区管理两极分化较明显，好的非常好，差的
差得远，反差强烈。来自国家级保护区的受访者看
法略有不同，认为与过去相比，管理水平已有很大
提升，譬如做项目过去只是为了项目而做项目，为
巡护而巡护，很少思考为什么。如今理念变了，会
将项目与巡护、管理结合起来研究分析，找内在联
系。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保护区管理缺乏公正的监
管机制，《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了环境保护部门
为综合管理部门，其他行业分别管理本行业下的保
护区，但环境保护部门在综合指导与监管全国保护
区的同时，自身还分管着本行业下的保护区，既当
裁判又当运动员，角色混乱，导致其无法客观、公
正地履行综合与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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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已建立的 2500 多个保护区因空间
分布跨度大、不同级别保护区的管理与投入政策差
异明显，容易产生保护区管理能力与水平分化现象，
有机会接触新鲜事物、新信息的保护区，管理理念
会有所不同，管理水平也会提高得快，反之则受到
制约。另一方面，就宏观管理而言，目前的确存在
综合、监管与分管者一体化角色混乱，监管职责难
以履行到位也在情理之中。

3.4 关于民间环保组织推动自然保护区建设
在中国推动保护区发展的环保组织既有国内

的也有国际的。就国际民间环保组织而言，1996
年之前，除 WWF 外，与中国政府开展自然保护合
作的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极少，合作领域窄，项
目也不多，规模也非常小。而到 2011 年，至少有
WWF、CI、TNC 等几个大型和一些中小型国际非
政府组织在中国较长期地开展自然保护合作。一位
从 1998 年以来就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的一线保护管
理者认为，有些国际环保组织在合作上比较注重表
面上的东西，而对保护区来说则更希望能够做一些
实实在在有用的事，譬如像某些环保组织注重的对
合作伙伴的内在素质和能力培养。在对西部、东
部、北部和南部个别保护区从业人员的访谈中了解
到，大家对 WWF、CI 等所开展的合作比较熟悉，
认同这些机构在保护方面采取的思路和理念，如通
过帮助开发替代生计，减轻社区发展对保护区的
资源压力，推动社区配合保护区工作等。WWF 在
1996-2002 年间开展的“平武县综合保护与发展项
目（ICDP）”被认为是国际民间环保组织推动保
护区建设的经典例子。项目关注的王朗国家级大熊
猫自然保护区，在项目实施前，管护能力弱，工作
停留于“看山管林”阶段，社区生计发展与保护区
保护冲突明显，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紧张。1996 年，
WWF 与国家林业局合作，在王朗启动了“保护区
有效管理项目”，在取得初步成效基础上，认识到
仅从小区域着手不能解决王朗保护区根本问题，必
须从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思考和切入。于是在
1999 年实施了 ICDP 项目，帮助王朗及所在平武

县林业局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探索周边社区
可持续替代生计。项目实施了七项关键活动：（1）
引入参与式理念，制定和实施王朗自然保护区管理
计划；（2）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建立数据库，
尝试数据化管理；（3）实施区域反偷猎巡护；（4）
开展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5）试点开发并认证
生态旅游；（6）探索周边社区可替代生计发展；（7）
森林分类管理。项目取得了极大成功，改变了王朗
管理理念，提升了综合管理能力与水平，推动该区
于 2002 年成功晋升为国家级，成为中国林业行业
合作示范及国内保护区建设典范。今天，生态监测、
能力建设以及社区生计等活动已经在中国越来越多
的保护区内推广开展。该项目成功的原因在于，为
解决王朗保护区问题，跳出王朗，站在县域甚至更
大区域、更高角度，看问题，找根源，使问题与症
结分析更系统、全面、准确，加上项目实施过程采
用参与式决策理念，使确立的对策更切合当地实际，
同时也有效地调动了当地政府机构、官员、社区和
居民各个层面的积极性。

受访者普遍认为，与国际民间组织相比，中
国国内民间环保组织在参与保护区发展建设上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状况报告》
（中华环保联合会，2008）表明，2008 年中国有
各类民间环保组织 3539 家，这个数字囊括了政府
的和非政府的，注册的和没有注册的，社会的和大
专院校内的，国内的和国际的所有环保社团，以国
内的为主。有受访者指出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各
种与保护相关联的机构或组织，它们在客观形式上
不属于纯粹的民间环保机构，应是一种半官方、跨
越了政府与民间两层关系、拥有一定行政资源和政
府干预权力的机构，它们开展的活动，常常和其所
在地政府部门的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把这部
分社团排开的话，那么真正属于非政府性的民间机
构会少很多。而有实力、“有影响”做事的则更少
了，参与保护区发展建设的则更是凤毛麟角，有印
象的仅有北京山水等为数不多的几家。

分析：非政府环保组织对世界自然保护区发
展建设的推动和影响已越来越明显，而对中国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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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不是任何形式的推动
都能够得到社会认同，关键在于是不是遵守了中国
法律法规，是不是务实地做了大家喜欢的实事，真
正为中国保护区发展管理与建设发挥了积极有益的
作用。近年来，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在推动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确做了许多大家都认可的事
情，有了一定口碑。但客观而言，这些组织必须始
终根据中国特点和具体实际不断创新思路，才能够
得到合作伙伴的认同和欢迎。另一方面，国内非政
府环保组织，由于发展历史不长，自身融资能力、
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其整体
影响力不大，影响面有限，影响深度不够，也是自
然而然的事情。

3.5 关于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中的社会参与
就全国来说，大家普遍感受到社会公众，尤

其是保护区周边社区群众，参与保护区生物多样性
保护管理的程度还不够。原因可能在于社区群众直
接参与保护区管理的机会不多，而参与过程又主要
是在保护区主管部门和管理机构的主导下进行，局
限性大，话语份量弱。一位发达地区保护区管理者
认为，清楚“社区参与”这个概念的保护区应该超
过一半，但能坚持做得好的不足三分之一或更低。
但与此同时，大家并不否认中国在保护区社会参与
中已取得的巨大进步，尤其是自上世纪中期以来，
随着中国自然保护区国内外合作项目的大量开展，
参与式、社区共管，或者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保护
区管理理念在中国的实践与普及方面。最近的例子
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实践。三江源即长江、
黄河和澜沧江源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水源
地 , 是世界高山植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中国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和独特的地区之一。据北京山水自然
保护中心介绍，2005 年以来，青海省林业局、三
江源保护区管理局在北京山水的协调下，会同北京
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及当地非营利环
保组织，在当地开展了相关保护工作，其中最重要
的一项就是支持基层和社区的保护行动。以协议保
护和社区保护小额基金等形式，培养社区领导力，

支持社区牧民全面参与生态保护的实践，包括自然
环境监测、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社区野生动物巡护
监测，以及环境教育和文化传统保护和传承等。
截至目前，三江源地区社区保护地覆盖范围超过
5000 平方公里，一个由多家基金会、民间组织、
社会企业等组成的“三江源保护的思考与行动”公
益联盟也已经建成。

分析：老实说，社会参与、社区参与自然保
护区建设很重要，但说起容易，操作起来很困难，
这既有社会方面的制约因素，有保护区管理部门主
观能动性不足等方面的因素，也和国家关于社会参
与、社区参与保护区建设管理的政策平台缺乏或者
不健全、交流通道不尽畅达等有关系。笔者既不主
张凡是保护区事务都必须有社会“参与”才行，但
关乎相关者利益的重要决策，应考虑相关利益者的
话语机会或者决策参与。三江源保护区开展的涉及
广大社区的协议保护让我们认识到，尊重社区，注
重保护区工作思路与方式，将保护与社区文化、社
会和经济适当地结合起来，利于和当地社区建立信
任，利于赢得社区居民欢迎和能动参与。

4.问题与挑战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在“抢救性保护”理念
驱动下，保护区数量和面积规模得到了有目共睹的
巨大提升，但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在当时考虑不够周
到、规划不尽合理、工作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以及
后期也还没有及时跟进的地方，需要重新审视、评
估、落实、完善，以及甚至需要通过改革才能达到
效果的诸多问题与挑战。

4.1 保 护 区 空 间 布 局 不 均 衡， 边 界 落 实 率
低。已建的 2541 个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比重超过
15%，但如排除中国西部的羌塘、阿尔金山、可可
西里、三江源等几个巨型保护区，其余压倒数量的
保护区面积总和占国土面积的比重还不足 5%，而
且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中，仅仅 13% 有明确、清
晰的边界（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和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2010），这不仅不符
合规范管理要求，也难于保障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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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不均衡与中国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条件及国家
早期自然保护区规划管理滞后等因素分不开，而保
护区边界不清晰则与申报建立保护区时的前期准备
不充分、保护区边界现地划界任务重、保护区审批
过程审核监管未到位等因素有关。

4.2 保护区面临日益增大的经济发展压力。与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自然保护区管理分
类标准，以及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管
理模式不同，中国保护区采取“核心区、缓冲区和
实验区”三级功能分区、分类的管理模式，允许在
保护前提下，在实验区内适当开展生态旅游等生产
性活动。这种机制在协调保护与发展矛盾的同时，
也给保护区自身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最为突出的
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等产业政
策的驱动，各级地方政府把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作
为创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措施热火朝天地建设。同
时，由于开发管理过程的调控难度大，产生出很多
负面后果。实际上，政府和保护区管理部门也早已
意识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强大冲击。国家林业局、环
境保护部近年来相继出台了很多强化管理政策，规
范涉及保护区的开发行为和审批程序。2010 年，
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63 号），要
求各地强化保护区管理，但是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不
仅始终存在，而且还可能越来越尖锐。

4.3 地方政府发展保护区的积极性下降。来自
西部地区的种种信息表明，近年来，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等快速推进和涉及保护区开发建设的审批要
求严格化、程序规范化，地方政府对保护区发展建
设的认识纠结。一些地方政府由于顾虑建立保护区
或已建立的保护区管理级别升高后，涉及保护区的
一些能源、道路或者旅游发展项目审批会受到制约，
对规划新建保护区或对已建保护区申报升级低调甚
至不主张。

4.4 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尚未形成。在一些保护
区的合作项目和日常管理中，面对积极性日益高涨
的社会公众参与诉求，不同层面的保护区行政主管
部门或管理机构虽然在态度上表示欢迎，在方式上

予以机会和途径，但是将公众参与作为管理中的要
求和重要环节，还没有从机制上给予构建和规范。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传统管理文化的
影响，也有现行决策机制上的制约。

4.5 保护区成效评估与公众宣传严重不足。中
国保护区建设历史已经 50 多年，一些行业，如林
业部门，已开展过行业内部保护区评价，但一套被
全国各级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普遍接受的、相对成
熟的，且保护区自身也易于操作的成效评价体系尚
未形成。一个保护区管理得好不好，无法清楚地告
诉社会公众。此外，如何将保护区管理成果恰当地
向社会公众展示，让社会各界对中国保护区的分布、
保护目的、保护对象更加了解，增强对保护区工作
的认知与参与，也有待研究和探索。

4.6 保护区建设资金投入缺口巨大。目前中央
财政对保护区建设投入集中在国家级保护区。而数
量占 87.45%、面积比重占 37.28% 的省级、市（州）
级和县级保护区在投入机制上由地方财政负担，受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这类级别的保护区大多缺
乏建设资金，尤其是市（州）及县级保护区的经费
投入渠道更少，有的基本没有投入。而另一方面，
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国家自然保护建设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研究没有及时跟进。

4.7 关乎“保护区”命运的具有自然保护功能
的国家自然“保护系统”规划与协调管理机制缺乏。
中国目前具有自然保护功能的各类“保护地”，例
如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
风景名胜区在当下的面积总和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已
超过 18%，这个比重是否已能满足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国民游憩体验、生态环境教育的基本需求？
如果不够，是哪一类型“保护地”存在空缺？在什
么地方？有待尽快研究，提出战略建议和决策指导。

5.建议

自然保护区建设是协调社会、文化、经济等
发展活动与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确保生态安全，促
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杠杆”。笔者既不主张不兼
顾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一味地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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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保护区规模的做法，更不主张只管经济发展、
不顾生态维护的不理智做法。作为政府，不仅肩负
着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的重大使命，
也承担着维护生态安全的使命。虽然这两大使命的
平衡和协调，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部门及个
人来说，都极其困难，但政府必须义无反顾地坚持
和努力。而民间社会，尤其是民间非政府组织与人
士，也需要以务实、客观和前瞻的眼光，以最大可
能的参与，推动、协助和帮助政府做好自然保护区
的协调发展与管理。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
中，应把社会责任作为重要任务自觉履行。依据前
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5.1 打破部门壁垒，围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安全维护的总体目标，从国家层面，对中国目
前具有自然保护功能的各类“保护地”，进行全面
系统的调查、评估，提出针对“保护地”发展的总
目标、总布局（地理空间和性质类别）、发展战略
以及相关政策，构建新的保护地及管理体系。

    ,5.2 规范综合监管与分类管理，改变自然保
护区建设思路，将重心从过去的数量扩展向质量提
升转移，建立保护区管理成效评价体系、机制，实
施保护区有效管理，培育各级保护区管理能力，促
进中国保护区质量提升。

5.3 从政策、机制上构建和提供参与平台，鼓
励社会公众、民间环保机构在各个层面参与相关自
然保护区的决策、监督，保障决策公开、透明，实
施务实。

5.4 建立中国特色的激励机制，如税收优惠政
策，把自然保护区建设作为生态责任内容与企业税
收等有机结合起来，或与国家关于企业减少碳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企业积
极参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等公益事业。

5.5 改革投入创新机制，鼓励有责任的本土社

会企业或非政府环保组织，探索在国家宏观管理之
下的自然保护区建设新模式。

5.6 研究和出台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补偿和扶
持政策、机制，通过立法，确保以提供生态功能服
务为主要功能地区的广大群众享受应有生活质量和
水平，让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为重点任务的地方政
府，把思路和精力从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来提升本土
经济发展的无奈纠结中解放出来，自豪踏实地抓自
然保护区建设。

5.7 加强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的公众宣传与普
及，增强公众对自然保护区的感性认识、关注和参
与。

6.小结

本文简要地回顾了中国自然保护区过去 20 年
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客观地展示和分析了部分利益
群体对保护区建设的看法及民间环保组织推动保护
区建设的典型案例，讨论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
出了未来促进中国自然保护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政策思路。

受访者肯定了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
中国政府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的成就，客观地
指出了目前还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1992-
2011 年的 20 年间，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努力地
履行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关于自然保护区建设
的承诺，已经建立起来的自然保护区在数量、规模
上已达到较高水平，但从可持续发展对自然保护区
的要求来看，保护区建设任重道远，未来国家自然
保护区建设重心应从“数量扩展”向“质量提升”
转移，要创新机制、搭建平台鼓励社会参与，探索
新模式，建立保护区生态补偿扶持机制，协调有序
地推动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生态
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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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1992 年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为标志，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逐步得到重视，成为中
国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科
研机构、民间组织等各方面积极参与到中国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行动中，并获得了国际上的支持，开展
了一系列相关工作。1992-2011 年，中国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是生物多
样性整体恶化、局部改善的大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
扭转。要评估这一阶段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
尚未逢其时，因为诸多事件与政策的得失仍需要时
间彰显。但可以肯定的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一
项综合性的工作，离不开各个方面的参与和支持，
20 年来各方面保护生物多样性意识的提升，必将
成为保护工作更进一步的财富。

大事记

1.1992 年 国务院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
标志着中国开始承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责任，
生物多样性保护正式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工作之
一。

2.1994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完成，行动计划的制定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要求，
标志着中国开始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工作。
计划本身则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

3.1994 年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北京

3.6 生物多样性——走向综合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
                 
 文 | 朱子云

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间力量开始有组织地参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1998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
完成。该报告是对中国生物多样性基本情况较为系
统的评估，为之后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依
据。

5.1998 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开始实施，对
天然林的森工砍伐停止，标志着中国对自然资源的
态度由开发利用为主、单纯看重其经济价值，向认
同生态价值、注重保护的方向转变，许多野生动物
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得以保全。

6.1998 年 国家环境保护局升为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后于 2008 年升为环境保护部。中国在政府
层面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

7.1999 年退耕还林工程试点开始，2002 年退
耕还林工程全面启动，工程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功能、
保持水土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并标志着生态补偿开
始运用到保护实践之中。

8.2000 年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建立，并于 2003
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2011 年设立三江
源自然保护综合试验区。自然保护区开始尝试动员
各方面的力量，综合各种保护形式，兼顾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

9.2003 年针对国家发改委出台的怒江水电开
发规划，多家民间环保组织联合发起“怒江水电之
争”，在各种场合以多种方式表达反对声音，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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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国务院决定，缓建怒江十三级电站。这是
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首次联合行动影响国家重大决
策的实例，它标志着中国的民间组织将以更加专业、
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之中。

10.2004 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
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2004》，成
为进行绿色 GDP 核算，将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
核算体系的最早尝试。

11.2007 年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极
有可能成为中国进入 21 世纪后第一种灭绝的大型
哺乳动物。白鳍豚的灭绝是在处于强大的人为干扰
下中国水生动物生存状况的缩影，也标明中国的生
物多样性依然面临极大的威胁。

12.2011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计划》（2011 ～ 2030 年）发布，为未来 20 年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方向。

13.2012 年《生态补偿条例》开始起草。生态
补偿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更加广泛地应用到更
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当中。

1.综述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
一，其丰富程度在基因、物种、生态系统三个层面
上均有体现。然而，由于人口和经济发展压力造成
的栖息地的丧失与退化、野生动植物狩猎和贸易、
气候变化等原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始终面临着严
重的威胁。

在基因层面，由于栖息地的破坏和农业生产
方式的改变，中国特有的生物种质基因资源，尤其
是农业基因多样性，正遭到严重威胁。“中国西南
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2008）的实施标志着中
国开始采取措施留存种质基因资源。

在物种层面，中国开展了广泛的科学研究和
保护实践。目前，绝大多数物种都已经在自然保护
区体系的覆盖之内。但对比中国在物种多样性保护
方面承担的重大责任，相关投入还非常有限。根据
相关调查，中国受威胁物种的数量仍在增加，且增
加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中国的物种多样

性还受到了野生动植物贸易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强烈
影响（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199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发达的中医药产业高度依
赖对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利用，而部分地区具有食用
野生动物、利用野生动物皮毛等的传统和观念，这
必然对物种保护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在生态系统方面，以已经建立的相对成型的
管理体制为依托，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在面积和数量
上都有了极大的增加，这些保护区基本涵盖了中国
的重点生态系统。同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
法律和政策体系也得到了完善。但是，自然保护区
的有效性和管理水平仍然亟待提升。

从 1992 年到 2011 年，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逐步进入了主流视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
念逐步得到了各方的关注、认同和重视，包括国内
外、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等多方面的力量都参
与到了保护工作中来。

在政府层面，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不
断增加。而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
列旨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工程的实施，不仅起到了保
护生态系统，为生存其间的物种提供栖息地的作用，
更标志着中国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开始从最大程
度的直接开发，转向维持生态系统正常功能基础上
的科学利用。为了提升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层面
的可操作性，中国政府也更加积极地进行发展绿色
经济的尝试。

而这 20 年，也正是中国民间组织逐渐发展成
熟的时期，环境保护相关民间组织在中国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早期，民
间组织的工作以面向公众的相关宣传教育为主，并
组织人力、物力参与了物种保护实践（中华环保联
合会，2006）。以 2003 年的“怒江水电之争”为
标志，环保组织开始联合起来发出声音，影响国家
决策。通过政府、民间机构的宣传教育和一系列事
件的影响，公众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也大为
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绝不是单凭哪一方的力量就
能够完成的。缺少分析和协调的相关政策，很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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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实践中无法达到生物多样性的初衷，甚至起到
相反的效果。而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导思想之下，
代表环境保护的一方在重大决策之中常常处于弱势
地位，一些大型工程对环境的损害经常得不到应有
的重视，由地方居民承担的生态成本缺少合理的补
偿。因此，建立科学、平衡、能够考虑各方利益诉
求的决策体系，是进一步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必须面对的问题。开展综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将
是中国保护实践的发展方向。

2.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

2.1 通过物种保护看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面中，物种多样性尤

为关键，因为物种在进化上是独立的繁殖单元，物
种多样性的存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基因和生态系统
多样性的存在和健康。同时，在实际的保护实践
中，对于物种的保护常常作为保护工作的切入点和
核心。因此，以下我们通过重点物种保护工作的状
况，来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问题与得失。

2.1.1 大熊猫
大熊猫，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标志性物种，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各方面格外的
关注之下，大熊猫获得了相对充足的保护资源。我
们可以用对大熊猫保护的情况，来衡量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能力和现状。

对大熊猫的保护，采取的是就地保护与迁地
保护相结合，并以就地保护为主的策略。中国先后
建立了分布在四川、山西、甘肃三省的 13 个自然
保护区，并且在四川卧龙建立了大熊猫繁育中心。
自然保护区建立后，严格的执法使对大熊猫的偷猎
活动大大减少。对大熊猫赖以生存的森林的砍伐也
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启动之后，
所有大熊猫栖息地内的森工砍伐活动一律停止，栖
息地减少这一大熊猫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终于被基
本解除。同时，大熊猫的圈养繁殖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取得了成功。这些保护进展使大熊猫基本脱
离了危在旦夕的生存状态。根据第三次大熊猫数量

调查（1999-2004）（国家林业局，2006）的结果，
中国野生大熊猫数量为 1596 只，圈养数量为 161
只，野生种群数量在缓慢增长。

但是，大熊猫的野外种群数量尚未恢复到可
以长期生存的程度，而栖息地破碎化已经成为了新
的影响大熊猫生存的首要因素。人类的基础设施建
设，尤其是道路的建设，分割了本就面积有限的熊
猫栖息地。旅游开发活动逐步侵入大熊猫栖息地的
核心地区，影响了大熊猫的正常生活。而退耕还林
和大规模造林工程种植的多为纯林，大熊猫生存需
要的竹林无法在这种人工纯林下生长，也就无法达
到计划中恢复大熊猫栖息地、连通破碎化生境的目
的。栖息地的破碎化造成了普遍的小种群隔离现象，
如不解决，将使大熊猫面临极大的近亲繁殖压力，
从而影响其生存前景。

物种保护的最终目的，应当是通过对重点物
种的保护投入实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在自然
保护区内，羚牛、金丝猴等与大熊猫同域分布的物
种也确实受惠于良好的栖息地保护。但是，由于传
统的、单纯的物种保护观念的影响，利用人工繁育
的方式简单维持物种存续这一看似简单有效的保护
方式仍有较大的影响力。在实践活动中，大熊猫的
人工繁育比就地保护得到了更多的投入，因此，虽
然旨在保护大熊猫的保护区体系已经相对完善，但
是仍有近 50% 的大熊猫种群并未在现有保护区的
覆盖范围之内，而一些已经划定的保护区因为人类
活动的影响，早已不再适合大熊猫的栖息。目前的
情况是，原有保护区的改造和新保护区的设置都需
要更多的资源，投入不足依然困扰着大熊猫的就地
保护工作（解焱，2004）。

而与大熊猫相比较，其它野生物种保护所获
得的资源投入就极为有限，而且常常是以短期项目，
而非长期、稳定投入的形式获得。其它野生动物除
了同样要面对栖息地破碎化和人工林“空林化”的
问题，还要面对严重得多的栖息地破坏压力和盗猎
压力。投入不足、投入不均，仍然是困扰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问题（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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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藏羚羊
藏羚羊是中国青藏高原上的特有物种，由于

野生动物贸易的影响，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其
数量大规模下降。利用产自藏羚羊的高质量羊绒“沙
图什”制作的披肩和围巾是当时西方上层社会追捧
的奢侈品。为了获得羊绒，盗猎分子深入可可西里
无人区，大规模捕杀藏羚羊。据估计，在不长的时
间内，藏羚羊种群数量下降了 90%（中国环境报，
2002），物种的存续面临严重的威胁。在青藏高
原进行科学考察工作的科学家指出了大规模猎杀藏
羚羊获取羊绒，到制作披肩，再到在西方社会高价
出售之间的利益链条，是大量盗猎使藏羚羊种群人
为下降的原因。

最早投入藏羚羊反盗猎工作的，是来自地方
的力量。1992 年，辖有可可西里地区的青海省治
多县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在县委副书记索
南达杰的带领下开始了武装反盗猎斗争。1995 年，
扎巴多杰重建西部工委，并成立了著名的 “野牦
牛队”，在自然条件艰苦、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开展
了长期的武装反盗猎斗争。

野牦牛队的保护工作得到了民间组织的大力
支持。各地民间组织组织了多批志愿者协助野牦牛
队的工作，为西部工委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援
助，并设法为其争取国内外各方面的支持。

藏羚羊的保护也受到了更高级政府的重视。
1997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并设置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使保护藏羚
羊的行动获得了稳定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保护区管
理局的工作经费得到了保障，并获得了专项资金支
持。有力的打击使针对藏羚羊的大规模捕猎行为得
到了控制。

同时，对藏羚羊血腥捕杀的真相在国内外被
广泛宣传，藏羚羊的命运令公众大为震撼，使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观念更为人所知为人认可。沙图什制
品不再受到追捧，羊绒制品的加工国、消费国开始
用不同方式控制相关贸易，需求的下降也在客观上
制约了对藏羚羊的捕猎。

在各方面的通力协作之下，藏羚羊种群下降

的趋势得到了控制，并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回升。
藏羚羊的保护，凸显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的许多问题。首先是投入问题，投入不足在藏羚羊
的保护中异常明显；其次，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应
当以相关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支持，但是我国在生
物多样性领域的科研投入极为有限，使得相关基础
知识和数据都极端缺乏：比如，关于藏羚羊种群的
数量至今都没有较为准确的调查结果；而关于藏羚
羊的习性、生活史等基本信息的了解，也非常粗浅。
第三，是保护力量的薄弱，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
编制为 35 人，实际有 48 人（2011）（南方都市报，
2011），却要负责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的保护区
管理工作。这种情况在西部地区的一些大型自然保
护区内是普遍存在的。

在保护区成立之初，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保
护区管理局同时在保护区开展工作。西部工委开展
反盗猎工作时间更长，并在民间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保护区管理局则具有官方身份和政府的
资金支持。同时，两方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治多
县和曲麻莱县的地方利益。这些差异都是完全正常
的，两方也都为藏羚羊的保护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在职责不明、协调不力的情况下，两方在 1997-
2000 年间非但没能形成合力，反而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摩擦，留下了遗憾。可以看出，由于涉及面极
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赖于多方面的联合，因
此建立高效的协调机制，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和
利益，使各方职责分明、同心同力，是保护工作获
得良好的效果的重要条件。

2.1.3 普氏原羚
普氏原羚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目前分

布于青海湖周边的草原地带。由于数量极为稀少，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Mallon，
1996）（法制日报，2004）。普氏原羚的生境与
牧民放牧用草场高度重叠，由于人口增长和发展经
济的需求，当地的牲畜数量不断增长，从而引发了
严重的草场退化。为了应对草场退化的问题，政府
推行了“定草定畜”的牧业政策，即将草场分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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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牧户，牧户的草场之间以围栏分割，并根据草场
的面积规定牧户饲养牲畜数量的上限。

这一政策以中央政府下拨专项资金、地方政
府拨出配套资金的方式进行。由于中央政府可以依
照政策的施行情况调整对地方的拨款，所以这种方
式可以较好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是，由于
各部门之间缺少协调，出现了相似政策、不同项目、
不同资金来源的情况。在青海湖周边可以看到间隔
非常近的围栏，就是这种重复建设的结果，这造成
了很大的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围栏的修建是为了保护草地生态
系统，其初衷无疑是有利于普氏原羚保护的。但大
量围栏的修建分割了普氏原羚的栖息地，造成了严
重的栖息地破碎化。这种破碎化对普氏原羚生存的
影响尚在评估之中，但在为获取更多生存资源跨越
围栏的过程中，普氏原羚受伤、甚至挂在围栏上导
致死亡的现象已经被广泛发现。近年来发现的挂死
在围栏上的个体均达到了两位数，且其中有不少未
成年个体，这样的个体损失对种群规模本就不大的
普氏原羚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的。

可以看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复杂和综合性
的工作。要使保护政策落到实处，并切实起到保护
效果，需要宏观的思路、科学研究的支持和各方面
之间的良好协调。

2.1.4 白鳍豚
白鳍豚是中国特有的水生哺乳动物，分化较

早，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由于长江干流的开发、
渔业的发展、繁忙的航运和葛洲坝、三峡等大型水
利工程的修建，白鳍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而白
鳍豚的人工繁育努力也没有成功。2007 年，白鳍
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并极有可能成为中国 21 世
纪第一种灭绝的大型哺乳动物。中国的水域承受着
人类活动带来的巨大环境压力，白鳍豚的命运是中
国水生生物面临的巨大生存威胁的代表，它提醒所
有保护工作参与者，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整体恶化、
局部改善的大趋势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生物多
样性保护仍然需要更多、更有效的工作。

2.2 民间组织的角色
中国的环保民间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一贯发挥着重要作用。自民间组织诞生之日起，他
们就在不遗余力地面向公众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宣传教育工作。保护大熊猫、保护藏羚羊、拒绝鱼
翅、抵制活熊取胆等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对于动物保
护的强烈关注。而 1998 年长江洪水、2003 年“非
典”、2005 年“26 度空调行动”等事件也同时引
发了各界对水土保持、野生动物贸易、节能减排等
问题的思考。公众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和接
受程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以
各种方式参加到保护实践中来。

随着自身规模的扩大和专业性的提高，中国
的民间组织得以更多地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的实践
当中。1995 年，环保志愿者杨欣发起了“保护长
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并筹资在可可西里建立
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自然之友、地球之友、绿
色江河等环保组织参与了西部工委的合作，他们组
织多批环保志愿者协助参与了科学考察，设施维护，
对当地牧民、游客、青藏铁路建设者进行环保宣传
教育等活动。与政府相比，民间组织可以用更加灵
活、多样的方式开展保护实践，从而更好地发挥当
地社区和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在青海三江源地区，
当地的藏族居民信仰藏传佛教，有厌恶杀生的传统
文化。具有神圣地位的神山圣湖，由于人迹罕至，
生态系统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山水中心在保护实
践中，充分发挥当地寺庙、僧侣在百姓中的威望，
由寺庙出面，在宗教法会上结合藏传佛教教义和文
化传统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知识理念，并组织当
地百姓参与到保护区巡逻、基础生态监测工作中，
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 2003 年的“怒江水电之争”，是中国的环
保民间组织第一次大规模介入国家大型项目的建设
决策之中。2003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审议通过了《怒
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准备进行怒江十三级电
站开发，引起了多方的批评和质疑。民间环保组织
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外发出了反对在怒江建坝的声
音。绿家园、自然之友、地球村、公众与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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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等数十家环保民间组织和诸多社会知名人士参
与其中，并促使温家宝总理在 2004 年 2 月对怒江
水电开发做出了“慎重研究，科学决策”的批示。
“怒江水电之争”，标志着环保民间组织开始从单
个组织行动进入相互合作时代，环保组织的活动领
域也从环境宣传、物种保护开始扩展到组织公众参
与环保，为国家环保事业建言献策、开展社会监督、
维护公众环境权益、推动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

而水电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做中
国大型工程建设中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在公路、
铁路、水电、矿业等工程建设中，环境影响评估已
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工程的设计施工中也越发注
重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例如，青藏铁路修
建中，设计了 33 条供野生动物横穿铁路使用的通
道，已经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中国的环境评
估制度本身还极不完善，与工程建设和开发一方的
力量相比较，主张环保的声音和力量都处于明显的
弱势。

以水电开发为例，开发商、当地政府、受电
地区、水电开发服务部门等都是直接的受益方，水
电开发具有显著的利益驱动。而电力短缺的现状和
将水电视为清洁能源的认识，也促使国家在水电开
发上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由于现行的环境评估
体制存在不足：工程对环境的硬性评价少；深层、
长期的影响评价少；基础性数据缺乏；对整个流域
的宏观评价缺乏等，对水电开发带来的负外部性常
常被低估。仅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而言，水电
工程蓄水将动水变成静水，容易引起水质的恶化。
河流的流速、水温、水深、盐度、溶氧等理化性质
的变化，间接改造了水生生物的生境。而对于洄游
鱼类，水坝更是直接阻断了它们洄游的路径。这些
都会对原有水生生物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影响。有研
究认为，水电开发是世界上 1/5 淡水鱼濒于灭绝或
灭绝的原因（麦卡利，2005）。但是，水电开发
对水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同时又没有适当的、定量化的方法对其进行估值。

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谁来代表地方居民的
利益，谁来代表环保的声音，都是重要的问题。民

间组织应当以更加积极、专业的态度，作为建设性
的制衡力量，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环境评价的工
作之中。

2.3 综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可以看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需要更多方

面的参与，需要更新的思路和方法。
过去 20 年间，无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

是普通民众，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都有了极
大的变化和进步。对中央政府来说，生物多样性保
护是国际责任和国家发展的保障；对地方政府来说，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必须重视的重要工作；对公众来
说，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种先进的、能够提供更好
生活环境的价值理念；而对当地居民来说，生物多
样性保护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利益和生活质量。将对
生物多样性保护态度的进步反映在保护成效的进步
之中，需要发动各方的积极性，通力合作。

通过绿色经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当前的
趋势，而生态补偿是其中的重要做法。通过建立起
生态补偿的政策和市场机制，当地社区和政府从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系统中得到的收益可以与开发
利用资源的收益媲美，使当地社区和地方政府有动
力去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从而兼顾了保护
和发展。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就是生态补偿的实例；
而各个地方也在尝试出台生态移民、矿产开发、水
利开发等地方性政策，推进生态补偿工作，例如浙
江省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全流域生态补偿。

另外，将保护地居民视作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对立面的传统观念需要修正。无视民生和经济发展
的保护是难以持续的，而通过合理的政策和管理，
保护地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以牺牲自然环境为前
提。当地的居民可以成为保护的主体，并从家乡的
可持续发展中获益。同时，地方的传统文化、地方
性知识，可以在保护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三
江源自然保护综合试验区中，就将更为广泛地开展
这方面的实践与尝试。

3.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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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
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

国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遏制，生物
多样性的丧失仍然在继续。对自然的保护力度不及
对自然开发和利用的速度，因此“生态恶化－过度
利用－再恶化－再利用”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一
方面，生活在偏远地区的贫困人群由于生态系统的
恶化陷入进一步的贫困；另一方面，小部分拥有资
本的人有条件进行资本与资源之间的快速转换和积
累，进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此同时，由于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对资源利用的低效，中
国对部分资源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土地和
资源的承载力。3.2 保护区有效性不足

从保护区划分来看，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总面
积虽然很大，但重要原因是西部地区的几个面积巨
大的巨型保护区的存在。这类保护区的有效管理难
度很高。而东部地区许多保护区面积很小，十分破
碎，难以起到保护的目的。

在现有法律体系下，由谁来代表保护区，界
限不清，权责不明。也有一些时候，在同一地块上
的不同资源由不同部门管理，部门之间缺乏综合规
划和管理的机制。

目前，国家对保护区的投资往往只有对国家
级保护区一次性的基建投入，而人员工资和日常运
行费用并没有列入国家的财政预算中。一些省将部
分保护区（主要是国家级、省级的大型保护区）的
经费列入了省财政，但相当多的保护区由地方财政
（常常是县级）负担，这对保护区所在的县，特别
是西部经济力量薄弱的县无疑是雪上加霜。资金投
入的不足导致保护区员工收入低，人力不足，难以
吸引高质量的人才等等问题，使保护成效大打折扣。

而与投入不足相比，各个保护区得到的资源
不均衡则是更大的问题。中央财政提供保护区管理
资金、来自国际的经费、发展旅游业得到的收入等
均集中于国家级的大型保护区，而小型保护区得到
的资金支持则极为有限。

3.3 相关法规及组织建构不完善

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容在《环境保护法》、
《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
管理条例》等法规中均有体现，但尚无规范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综合性法规，这给具体的保护
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而且《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的编写时间较早，遵循的主要是狭义的保护观念，
对自然保护区的开发限制过死，既无必要，也不现
实，而且给现实的保护区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多限制。

同时，中国尚没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一
级主管部门，保护和管理生物多样性的职责分散在
环境保护部、农业部、林业局、住建部等诸多部门。
由于缺少牵头机构，政出多头，各部门之间的合作
协调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3.4 城市居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需要提升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人口数量

不断增加。城市居民拥有较多的资源、较高的受教
育水平和较强的行动能力，他们的意识与倾向具有
极大的影响力。同时，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之中的
城市居民缺少亲近自然的机会和对生物多样性价值
的直观印象。因此，在广大城市人群中树立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基本观念，使他们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并为之创造更多接触自然，
参与保护实践的机会，是政府和民间组织应当合作
完成的任务。而在这之中，面向青少年的宣传教育
尤为重要。

4.政策建议

4.1 生态保护需要更多的投入
目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的投入与面临

的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对称，致使生态保护任务
难以落到实处。应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建立合理的、
多元化的投入机制，不断拓展生态保护和建设投融
资渠道。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
企业、社会参与生态保护和建设。建立健全生态审
计制度，对生态治理工程实行充分论证和后评估 ,
确保投入与产出的合理性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的统一。



175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环境和资源 第三部分

4.2 加强科学研究，构建生态系统监测体系
加强对重点物种、重点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

获取和积累基础科学数据。开展生态系统脆弱区和
敏感区的监测，建立生态监测和预警网络，提高生
态系统监测能力，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
评价。

4.3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体系的建立
要实现绿色经济的目标，需要对生物多样性

的价值建立可量化的价值评价体系。同时，完整的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可以量化的自然资
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并用于污染治理、环
境税收、生态补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环境
经济管理政策之中。同时，生态补偿机制应当在更
多领域进行推广。

4.4 建立跨部门、高层次的生态保护决策机制和机
构

长期以来，部门利益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保护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与生态保护在整
个国家的战略地位极不相称。为了使生态保护的工
作真正上升成为国家利益，有必要成立一个超越部
门的国务院水平的“生态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以
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保护与发展之间的
平衡，以提升保护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4.5 为民间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支持
中国的民间组织已经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中的重要力量，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9 年，与民间组织管理相关的《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三条例开始修订，民间
环保组织有望得到更多支持，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

从根本上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需要全民参
与，特别是要发动保护地居民和社区的积极性和力
量，民间组织可以通过更为灵活的方式，充分利用
各方面的力量进行保护工作，并可以协助公众更好
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民间

与官方的不同视角相互补充配合，能够促进保护工
作更好的开展。政府应当完善民间组织管理的相关
政策，并建立对民间环保组织的支持体系，让民间
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4.6 承担国际责任
作为一个大国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影响力决不仅限于
本国，而对整个亚洲地区，乃至全球都具有重大
的影响。按照相关的行动计划，中国政府应当在
2020 年之前使公众理解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减少
环境压力，扭转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趋势，并使更多
人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中受益。同时，
中国在改变食用野生动物、控制野生动物贸易等方
面，也需要做更多工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中国应当承担起大国的国际责任。

5.小结

过去的 20 年间，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中
国生物多样性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大趋势并没有
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要评估这一阶段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成果并不乐观，因为诸多事件与政策的得
失仍需要时间彰显。可以肯定的是，生物多样性保
护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离不开各个方面的参与和
支持，20 年来各方面保护生物多样性意识的提升，
必将成为保护工作更进一步的财富。同时，国内外
的保护实践说明，成功的保护实践离不开民间、尤
其是保护地当地居民的参与。通过更加综合的方
式，可以使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更大的
成效。



176 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第三部分 环境和资源

参考文献

P·麦卡利，《大把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法 制 日 报，2004，SOS: 救 救 普 氏 原 羚， 获 取 地 址：http://news.sina.com.cn/c/2004-05-

24/08442609616s.shtml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评估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国家林业局，《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

解焱，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综合评述，2004

南 方 都 市 报，2011， 不 该 被 遗 忘 的“ 野 牦 牛 队”， 获 取 地 址：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1-

12/20/content_1537689.htm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

中国环境报，2002，阿尔金生态保护民间在行动，获取地址：http://www.envir.gov.cn/info/2002/1/131555.

htm

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2006



177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环境和资源 第三部分

摘要

过去 20 年来，中国在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方
面取得有效进展，用有限的淡水资源支撑了年均
10% 的经济高速增长，以世界 6% 的淡水资源和 9%
的耕地，基本保障了世界 21% 人口的粮食安全和
饮水安全。

然而，支撑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水资源短
缺状况日趋严重。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水资源供需矛
盾日益明显。一些高水耗、高污染行业的快速发展
诱发大量水污染事件，对生活、生产和自然生态产
生巨大影响。城镇化过程中的水污染和水匮乏问题
也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经济社会发展在加剧
水危机的同时，反过来也受到水资源短缺的严重制
约，这种制约在近十年来不断显现。

整体而言，中国的水资源管理目前还难以满
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政府已经对水资源短缺
问题高度重视，从中央层面制定了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这无疑将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开发。
但如何完善现行的管理体制，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
以及如何加强涉水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的有机
结合，将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巨大
挑战。

大事记

1.1992 年，淮河水污染事件导致百万民众饮

3.7 水资源管理

文 | 郑平

水告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2.1993 年，国务院颁布《取水许可制度实施
办法》，开始采用取水许可制度管理水资源。3.1994
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黄河小浪底水利
枢纽工程开工。

4.1995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
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
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水利列为国
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把节水排在资源节约
的首位。

5.1997 年，“防洪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通过；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第一项产业政策《水
利产业政策》颁布；长江以北地区发生严重干旱；
黄河下游发生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断流，断流 226
天。6.1998 年，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

7.1999-2001 年，淮河流域、黄河、汉江、太
湖发生多起严重水污染事件；全国（尤其是北方地
区）遭受连年严重干旱。

8.2002 年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颁布施行。

9.2004-2005 年，沱江发生特大工业水污染事
件；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珠江流域、淮河
流域等流域发生大洪水。

10.2007 年，太湖由于蓝藻爆发引发大面积水
污染；国家环保总局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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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相关地区
实行“流域限批”。

11.2008 年，全国人大通过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强调确保饮用水安全，确
立对重点水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的制度，全面
推行排污许可制度。

12.2009 年 湘江发生严重重金属水污染事件。
13.2010 年，福建汀江受紫金矿业影响发生严

重污染事件；松花江受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
事故影响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

14.2011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将
加强水利工作作为主题，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15.2012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1. 综述

中国的可再生水资源总量约为每年 2.8 万亿
立方米，位居世界第六。但是，中国的年人均水资
源拥有量（2007 年估计为 2151 立方米），只有
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每年 8549 立方米），
是世界上人均拥有量最低的国家之一（世界银
行 ,2010）。

自 19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成了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江河治理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体
系，解决了 3 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实
现了联合国水与卫生千年发展目标；以年均 1% 的
用水低增长支撑了年均近 10% 的经济高速增长，
在农业用水保持零增长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提高了
近 78%，实现了 2004 年以来的八连增。中国以占
世界 6% 的淡水资源和 9% 的耕地，保障了占世界
21% 人口的粮食安全、饮水安全和经济发展（陈雷，
2012）。

然而，支撑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水资源
也出现了严重短缺。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
展，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水资
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一些高水耗、高污染行业的
快速发展引发大量水污染事件，对生活、生产和自

然生态产生巨大影响。城镇化过程中的水污染和水
匮乏问题也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整体而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水资源利用和管理方式提出
巨大挑战。

据《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在中国北方地区调查的 514 条河流中，
有 49 条河流发生断流，其断流河段长度总计达到
7428 公里。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国面积大于
10 平方公里的 635 个湖泊中，有 231 个湖泊发生
不同程度的萎缩，其中干涸湖泊 89 个；湖泊总萎
缩面积约 1.38 万平方公里（含干涸面积 0.43 万平
方公里），约占现有湖泊面积 7.7 万平方公里的
18%，湖泊储水量减少（不含干涸湖泊）517 亿立
方米；全国天然陆域湿地面积减少了约 28%，生
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在水量不断减少的同时，水污染造成的环境
恶化自 1990 年代起也日益加剧。由于大量工农业
及生活污水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直接排放到天然河
流，导致水环境恶化，使传统上并不缺水的南方地
区也出现了大量水质性缺水的现象。尽管工程性缺
水的情况依然广泛存在，但中国政府和民间环保工
作者均意识到，水质性缺水的现象尤其需要引起关
注。

中国整体水危机的加剧与中国近些年一些地
方政府“唯 GDP 至上”的发展思维不无关联，也
与管理不善、政策落实不畅、监管不力、公共参与
度低等因素有直接关系。虽然在过去 20 年里，中
国涉水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断完善，尤其是积
极推动了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和管理手段的试点示
范，但整体而言，在政策的落实方面仍存在问题。
这一方面是由于各级政府长期过于偏重经济发展而
缺乏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
归因于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目前的管理体制普通存
在多头管理、地区分割等弊端，这导致不同部门和
地区更多地追求本地经济利益，忽视对水资源的开
发和治理做到长远规划、综合利用。近年来，中央
政府加大了对水资源综合管理的重视，制定了长期
发展规划，尤其是 2011 年出台了“最严格的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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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制度”，但在制度的执行和多部门的协调方
面能否取得实质进展，仍需观望。

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能有效加强国家政策的
落实与监管，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近
20 年来，公众与民间团体对于中国水资源管理的
参与度不断提升，尤其在水污染治理、水利水电工
程对环境生态的影响、相关法律纠纷以及公众宣传
等领域，民间社会团体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由于受到政府信息公开度有限、公众知情
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等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水资源
管理还有待大幅度加强。

 
2. 中国水资源管理的挑战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 20 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年均 10% 左
右的速度位居世界前列。2011 年，中国已经成为
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快速
发展的背后是对水、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
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水资源缺乏以及水环境恶化
的趋势也在过去 20 年中突出显现，并成为中国经
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

2.1 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剧了水资源短缺
中国的人口从 1990 年的 11.3 亿增长到 2010

年的 13.4 亿（国家统计局，2002,2011）；中国
的工业化进程也在急速加快，尤其是高资源消耗率

的产业快速发展，目前钢铁、水泥等高污染行业
的规模均居世界首位。城镇化率从 1990 年的 26%
达到 2011 年的 51.27%（张晓山，2012）。这三
大要素加剧了中国的水资源短缺。

从 1980 年到 2007 年，中国用水量的增长主
要来自于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城镇生活用
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1.8% 增长到
2007 年的 7.6%。工业用水量的比重从 9.5% 增长
到 22.7%。

中国政府在过去 10 年中，加大了限制高污染、
高排放行业发展的力度，逐步淘汰了一些落后产
能，并关闭了生产力低下的中小企业。但目前工业
水污染在全国仍然普遍存在，工业废水的排放仍然
是水资源治理的顽疾。在城镇化方面，中央政府在
2011 年确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到，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但城镇化带来的环境压
力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经济社会发展引起水危机加剧的同时，反过
来也受到了水资源短缺的严重制约，而这种制约在
近 10 年来日益明显。

目前，中国每年有约 250 亿立方米的水因受
污染而不能使用，成为用水需求得不到满足和地下
水耗竭的部分原因。470 亿立方米未达到质量标准
的水被供给居民家庭、工业和农业使用，导致相应
的损害成本上升。另有 240 亿立方米超出可补充
量的地下水被开采，造成地下水耗竭（世界银行，

年份 1949 1959 1965 1980 1993 2000 2007
人口 (× 亿 ) 5.5 6.5 7.4 9.8 11.7 12.9 13.2

用水总量 (× 亿 m3) 1031 2048 2744 4437 5198 5498 5819

人均用水量 (m3) 187 315 370 452 444 430 442

生活用水量 (× 亿 m3) 6 14 18 68 237 284 710

工业用水量 (× 亿 m3) 24 96 181 457 906 1139 1402

农业用水量 (× 亿 m3) 1001 1938 2545 3912 4055 4075 3602

表 1： 不同年份中国用水总量及其构成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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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虽然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表示，中国从水资源

的总量上能够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可持续发
展（矫勇，2011），但整体上的水资源危机所造
成的损失却不可避免地要消减经济发展的成果。全
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环保
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认为，环境损失占中国 GDP 的
比重可能达到 5% 至 6%。2011 年中国 GDP 为 47
万亿多，据此折算，环境污染造成损失将达到 2.35
万亿至 2.82 万亿元，也就是超过 2 万亿元（王玉庆，
2012）。

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发达地区——长江
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例，水危机已经严重威
胁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体由于受到大量工
业污染而无法使用，导致工农业、生活以及生态用
水曾一度达不到保障。尽管近几年当地政府采取了
多种水治理措施，用水危机得到部分缓解，但相应
的治理成本也显著增长。有些地区则不得不采取间
歇性停水的措施来缓解水量不足的压力。

大量民间组织亦关注水资源问题。水资源危
机给居民的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生态环境构成
了极大的威胁，例如，2005 年松花江水体污染、
2007 年太湖蓝藻污染、2009 年湘江重金属水污染、
2012 年广西龙江镉污染以及其他地区不时出现的
水污染事件都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造成了严重影
响。同时，环保 NGO 也认为，经济社会对水资源
需求量的快速增长已经严重挤占了生态环境的用水
需求，造成湖泊干涸、湿地退化、地下水透支开采
等问题；同时，水污染加剧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水
生生态受到破坏，水生物种面临严重威胁。

2.2 多头治理的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
中国近 20 年来，在涉水相关的政策和管理体

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治水理念及相应的法
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
由于体制和发展阶段等原因，中国的水利及相关涉
水领域的发展与国家可持续战略需求之间还存在一
定差距。

中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条块
分割、主管部门分散。目前，水量和水质分别属于
水利部门和环保部门管理，其他涉水领域，如湿地
属于林业部门管理，渔业属于农业部门管理。这种
分散管理的模式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也不利于各
管理部门间协调。例如，在水资源信息采集和编制
口径方面，各部门往往不一致，限制了信息的共享；
在监管方面，各部门又难以做到统一协调，严重影
响了监管效率。

在流域管理层面，尽管目前七大流域都建立
了流域管理机构，隶属于水利部，但是，在实际操
作中，这些机构的管理权力通常有限，无法有效协
调相关省市的利益，难以统筹实施流域综合管理。

目前的这种管理体制给社会的水资源管理带
来诸多困难。例如，笔者在做企业调查的过程中了
解到，企业在涉水相关的管理方面，需要与多个政
府部门进行合作，且不同部门的要求有时会有重叠
甚至冲突，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水管理工作难度和
成本。又例如，公众和民间组织在参与水管理过程
中也需要与不同部门分别沟通，有时会出现各部门
相互推诿的情况，这给公众参与增加了障碍。

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力图改善目前的水资源管
理体制，但进展比较缓慢。受访的部分民间组织认
为，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在于不同主管部门仅关注
自身的业务领域，缺乏全局观念；而且改革会削弱
一部分政府部门的权力，影响了这些部门的改革积
极性；同时，在中央层面又缺乏统一的、强有力的
协调机构，致使“九龙治水”的局面长期以来一直
得不到有效改善。

2.3 政策落实不畅亟需解决
总体来看，过去 20 多年中，中国在涉水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
在近十年来，法规建设快速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健
全。目前，中国出台的水相关法律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2002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土保持法》（199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1997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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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2008 年第二次修订）。其他相关法律还
包括《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

2011 年对于中国的水相关政策体系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该年初，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
将加强水利工作作为主题，发布了《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同年 7 月
又首次召开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把加强水利建设提
升为强国富民的重大举措。2012 年 2 月，中国国
务院又出台《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
意见》。制定今后 20 年中国水资源管理的总体目
标：到 2030 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 7000 亿立方
米以内；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到 2030 年用水
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以 2000 年不变价计）降低到 40 立方米以
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6 以上；确
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到 2030 年主要污染物
入河湖总量控制在水功能区纳污能力范围之内，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 95% 以上（国务院，
2012）。

尽管中国在政策体系的完善方面取得了快速
发展，但较此而言，民间环保人士当前更关注这些
相关政策的落实情况，而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佳也被
认为是中国出现水资源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策执行效果不佳的一个显见证明就是，许
多水污染防治计划目标没有实现。中国在国家、地
方和流域层面都制订了水污染防治计划。但许多计
划都未能按时实现其水质和污染控制目标。例如，
淮河流域是中国制定和实施水污染防治规划的第一
个流域。但其在“五年规划”中制定的水质和排放
总量控制的阶段性目标都未能实现。如“九五”计
划制定的水质目标是到 2000 年全部干流达到三类
水标准。然而，到 2005 年，该流域内 80% 的国
控断面的水质仍是四类或四类以上（世界银行，
2010）。另外，一些地方也制定了水资源相关规划，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规划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有些发展项目虽然有悖于规划的要求但仍然得以开
展，严重损害了规划的有效性。

再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重大项

目在立项之前均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通过评
价的一律不能建设。但实际情况是，在很多地方出
现了未通过评价仍强行建设或先建设后补做环境评
价的案例。而且有些项目存在的现象是，环境影响
评价只是流于形式，并未真正达到相关指标的要求。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一部分人认
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对于环境保护的认
识还不够深入，同时也缺乏环境治理的经验和资金。
比如，在污水处理设备的建设方面，目前还缺乏足
够的资金投入和运营管理经验。

但是，有民间环保组织提出了其他方面的原
因。一个被普遍提及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是过去十
几年来中国各级政府最关注的领域，也是政绩考核
的最主要指标，而环保问题往往因此被迫忽视。各
级环保部门在执行相关法规时，不得不考虑来自经
济发展方面的压力，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冲
突的时候，往往需要放弃环保的要求，这大大降低
了环保法规的执行力度。尽管过去几年，中央政府
也力图推行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等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但在地方落实过程中并未取得很好效果。

上述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也有一些差异。对
于中西部经济发展需求强烈的地区，这一现象尤其
明显，这些地区经济起步相对较晚，为了追赶东部
地区，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取得经济发展，而
这些地区的环保部门的力量和话语权也相对较弱。
相比而言，东部地区已经走过一段经济快速发展的
阶段，而且已经深刻体验到非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
环境恶果，所以近几年已经提高了对环保的重视，
在环保法规的落实方面也加大了力度。例如，太湖
流域的相关省市在经历了过去十年严重的污染后，
目前已经加强了相关法规的完善和落实，所有可能
对太湖流域湿地产生影响的工业项目都必须首先得
到湿地管理部门的审批，并且该部门具有一票否决
权。

涉水相关政策法规执行效果不佳的另外一个
因素在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缺少透明度、缺少公众监
督。虽然民间环保组织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但
仍然步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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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众参与有待加强
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在国际上有比较好的实

践，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案例出现。比如公众开
始自发参与对水污染的监督，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开
始增加公众听证的环节，部分地区开始设立环境法
庭，帮助普通民众处理环境污染相关的案件。一些
具体案例包括：2005 年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举行
听证，2006 年民众要求厦门沧海 PX 项目迁址，
2008 年阿海水电站的环境评价、2011 年鄱阳湖水
利枢纽工程在论证过程中邀请 NGO 参与等。

以公众参与水污染治理监督为例，总部位于
北京的 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通过制
作 在 线 中 国 水 污 染 地 图 (http://www.ipe.org.
cn/)，收集各地企业污染水资源的信息进行公示，
敦促企业加以改善。同时，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
其他地区的 NGO 和普通民众，共同监督各地的污
染排放源，及时采集污染信息，并通过相关媒体进
行报道，给污染企业形成强大压力。2011 年，环
保组织自然之友等作为原告，状告云南省当地两家
公司。自然之友通过调查，认为这两家公司在南盘
江边非法堆放的铬渣对南盘江及周边农田造成了严
重污染。

虽然过去 20 年里，公众在参与水资源管理方
面取得了进展，但整体而言，还需要不断加强。一
方面，目前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的制度建设和具体
实施还不完善。例如在相关涉水法规中，尽管要求
在实施环境水资源规划过程中需要进行公众咨询，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普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渠道还不够畅通透明，导致规划制定过程中实际的
公众参与度还较低。另外，在相关法规本身的制定
过程中，也缺乏公众的参与。尽管这部分是由于目
前公众的参与意识还较低，但与法规制定部门缺少
主动宣传和激励措施也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度不够。尽管各地
环保主管部门在近些年已日益加大环境信息的公开
力度，但目前关于水质影响以及污染源等方面的信
息，社会公众还是无法轻易获取。社会环保机构和
人士在要求取得这些信息的时候时而会无功而返，

对于一些环境案件的取证也是异常艰难。

2.5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水资源挑战
从国际范围来看，水资源管理已经从一个区

域性议题逐渐演变为一个全球性议题。水资源短缺
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尤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
来说，水资源危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正不断显
现。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正受到水危机、粮食危
机、能源危机等诸多挑战的交织考验。

中国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拥
有世界 21% 的人口，如何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与开发，保障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将不仅是中
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
容。同时，中国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每一个进展和经
验，也将对世界其他国家做出贡献。

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高度重视水资
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出台了“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确定了到 2030 年的水资源管理目标，
但如何促进这些制度有效实施，并确保目标得以按
时实现，将对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改革以及经济发展
模式转变提出挑战，也将是中国整体可持续发展的
一个关键因素。

在流域水资源管理方面，中国已经逐步采用
流域综合管理的理念来制定相关政策和实施框架，
并在主要七大流域设立流域管理机制，分别制定流
域综合规划。但根据过去的经验，还需要强化流域
管理机构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协调机制建设，加强不
同专业管理部门的合作，促进管理决策中的公众参
与，并注重河流经济功能与生态服务功能的协调。
同时，针对跨国界的国际河流的管理，还需要加强
建立各利益相关国家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

在水资源的调配和水污染的治理方面，如何
有效运用基于市场的管理工具，加快水价改革、水
权和排污权分配以及运用生态补偿等措施实施水资
源综合管理，都将对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相关方提
出挑战，也需要对现行的管理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在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方面，如何借鉴
国际上在该领域已经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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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以实践并不断完善，同时加强不同利益相关方
的参与，这些都需要中国的进一步探索，也需要各
国家间的经验交流与合作。

 
3. 政策建议

3.1 加强体制完善与政策实施
随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等相关涉水

政策的出台，中国的水资源管理将进入一个全新的
阶段。但由于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牵涉到经济、社
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且受到传统水资源管理体制的
约束，各项涉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势必将出现与
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相冲突的地方。因此，需要进一
步践行流域综合管理的理念，完善涉水政策的落实
机制，加强各主管部门的协调。尤其需要在中央和
流域层面分别建立统筹机构，中央层面的统筹机构
吸纳水利、环保、发改委、林业、农业等中央部门，
流域层面的统筹机构吸纳流域内相关省份，从而打
破部门界限、区域界限，形成水资源管理的共同决
策、统一协调的机制。

3.2 加快市场工具的运用
在推动相关涉水法律法规的同时，需要加快

基于市场的管理制度和经济调节手段的推行。市场
工具的运用对于长期依赖行政命令来进行水管理的
中国来说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将有利于提高政策组
合的多元化。在水价、水权和排污权的设计和实施
方面，需要进一步分析社会不同部门用水量、排污
量的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方案，加快交易市场
的建立，以此鼓励用水效率的提高和污染的治理。
在生态补偿机制设计方面，需要在目前普遍实行的
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形式的基础上，尝试更加基于市
场化的补偿机制，确定合理的补偿主体和补偿量，
并在补偿方和被补偿方之间建立直接的补偿关系。

3.3 促进水利、水电工程的可持续建设
中国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尽管在过去 20 年

中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并未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工程建设所引起的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考虑到中国在未来十年仍将大力发展该领
域，且涉及的流域更加广泛，因此可持续的工程建
设尤为重要。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除综合考虑洪
涝干旱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还需要加强环
境流的研究与实践，促进江河湖库水系连通以提高
河流的天然自我调节功能。在水电建设方面，需要
引入可持续水电开发理念，减少工程对河流生态系
统的影响，保证水生物种的正常洄游和繁殖，避免
水电工程可能引起的河流消枯和鱼类灭绝。 

3.4 加强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对于水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过去十几年里公众在参与中国
水资源管理方面取得了进展，但障碍依然存在。未
来，在相关涉水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更多引入
公众参与，鼓励各方诉求的充分表达，以提高政策
的科学合理性。同时在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充分保
障公众参与监督的权益，并进一步促进政府信息公
开，为公众参与提供便利条件和信息获取来源。

4. 小结

本文回顾了过去 20 年来中国水资源管理的发
展进程，并对管理体制、政策实施、公众参与、工
程建设、市场机制等方面做了进一步分析。本文认
为，中国在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用有限的淡水资源支撑了近 20 年来年均 10% 的经
济高速增长。但同时，目前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整体
而言还难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水资源短缺日
益严重，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所引起的用水需求量
增长及污染加剧，使得水资源将难以维系目前的发
展模式。中国政府已经对水资源短缺问题高度重视，
从中央层面制定了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这无疑
将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开发。但如何完善现
行的管理体制，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以及如何加
强涉水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的有机结合，将是
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巨大挑战。针对
这些挑战，本文在分析成因的基础上，对一些关键
领域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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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
过去 20 年里，中国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奋战的结
果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减排的业绩赶不上经济增长
带来的更大幅度的排放，清洁空气的梦想仍然遥不
可及。在 CAI-Asia 2009 年的调研中涉及的 32 个
中国城市中，81% 达不到世卫组织第一过渡期指
导值。空气污染的损失以货币折算，按照城市规模，
每年达到 2.34 百万美元 (Civic Exchange, 2008) 
到 11 亿美元 (Zhou, 2005) 不等。大气污染问题必
须作为综合的“高政治“议题来对待，才有希望。
其中三大根本障碍：缺乏区域机制来界定合作与协
作 的原则与规则；缺乏环境规划与整体经济和行
业规划之间的连贯和呼应；以及缺乏同一区域内相
对配套的空气质量管理能力，是今后必须寻找出路
全力解决的问题。作者基于八年来对中央和地方空
气质量管理的探究，提出了八项攻克这三大障碍的
建议。 

 
大事记

1. 1995 和 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经历了两次修订。该法律是大气污染防
治领域的最高法律文件，它明确了 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对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的责任，为公众参与
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2. 2000 年《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确立

3.8 应对中国大气污染
                           

 文 | 彭艳

实行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这项
制度的建立表明，我国为了遏制大气质量继续恶化，
必须引入大气排放总量控制这一必要措施。

3. 2005 年，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把节
能减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约束性指标
提出，把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并出台一系
列加强环境保护的政策举措。期间，全社会对节能
减排、环境质量的重要性，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重
要变化。

4. 自 2006 年起，中国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
援助中心开始活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空气污染
地图（）、自然之友牵头主编的年度“环境绿皮
书”及其于 2012 年发布的空气质量城市排名（2011
年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展
示出专业性和公共性兼具的影响力。

5. 2008 年 5 月 1 日《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
行）》起生效。为公众了解环境质量、参与环境管
理、维护生计权益提供了依据。

6. 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
部门《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
气质量指导意见的通知》标志着中国空气质量管理
的思路和部署着眼于“大气流域”这一科学的本质
特征，挑战了当前与“大气流域”科学管理需求相
悖的体制性顽症。

7. 2010 年 12 月 1 日 全国 113 个重点城市
发布实时浓度数据。这是政府环保部门逐步完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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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量信息的公众发布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空气
质量数据发布朝着更加透明和实时的方向发展。
2011 年 12 起，全国城市陆续发布 PM2.5 监测数据。
官方、研究人员与公众三方几乎同一时间获得数据。

8. 2012 年 2 月 29 日发布中国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修订稿，，它是中国空气质量管理合理回归到
为公众健康服务本质的里程碑法规文件。

1987 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布伦特兰女士在
“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 ((Brundtland, 1987) 中
界定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三个内涵。这三个内涵，
也被称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即经济增长、
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虽然大气环境也是环境保护
中的一部分，但由于它相对于水、土壤、噪声而言，
更加具有公共性和不可确定性，因此一直是污染治
理中的难上难问题。大气科学及其跨学科深入研究
的成果，促使人们认识到，大气污染对与社会、经
济和生态系统造成的重大的负面影响和威胁。但
是，在中国，大气污染问题仅仅在上世纪 90 年代
末，由于北京申奥，才成为重大的政治议题，受到
广泛关注。无独有偶，在国际上，里约进程和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中，大气污染在议事日程
上的重要程度，远不及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仅仅
在 2007 年第三次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小组（IPCC）
报告中关于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效应的背景
下，才被提及 (IPCC, 2007)。尽管如此，人们越
来越多地认识到，大气污染、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
影响正在严重地影响经济增长，不容忽视。

很多研究成果表明，大气污染与一系列健康影
响密不可分，这些健康影响涉及到增加流产到严重
呼吸症状等一系列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
世界上每年死亡人数中有 5.3% 源于大气污染，其
中 2% 来自户外大气污染， 3.3% 来自室内空气污
染 (WHO, 2009)。

亚洲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暴
露在不健康的大气污染中。长期致力于改善亚洲
城市空气质量，打造宜居城市的国际环保公益机
构 CAI-Asia 在 2009 年针对亚洲发展中国家 234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水平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这
些城市中只有 1%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可吸入颗
粒物 PM10 的指导值 20µg/m3 ， 64% 的城市连
世卫组织最基本要求 - 第一过渡期的指导值 70µg/
m3 都达不到。在调研范围中的 32 个中国城市中，
81% 达不到世卫组织第一过渡期指导值。相比之
下，亚洲发达国家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 58 个城
市中， 5% 达到世卫组织指导值， 100% 达到第一
过渡期指导值 （CAI-Asia, 2010）。在中国，空
气污染的损失以货币折算，按照城市规模，每年达
到 2.34 百万美元 (Civic Exchange, 2008) 到 11
亿美元 (Zhou, 2005) 不等。 以 2010 年为例，约
有 6.66 亿人口，即占中国总人口 13.4 亿中的将近
一半 (49.68%) 生活在城市。 按照目前的城市化进
程，城市人口在 2025 年将达到 9.26 亿，2030 年
将达到 10 亿 ( 国家统计局 , 2011) 。

尽管国际上衡量国别可持续发展有正式的框
架，各个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峰会前都会对本国
的进展提交并发布正式的报告（国家发改委，
2012）。  但笔者更倾向于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IISD）曾推崇的 Bellagio 评价原则，即聚焦于
“学习”过程，而不是着墨于“错误”本身。即，
着眼于如何集结多方力量，集体反思，应对新的挑
战，并共谋未来的优先课题、目标、实施步骤 (IISD, 
1997)。 “新的挑战”在本文中特指城市空气质量
管理的挑战：如何改善城区空气质量，从而打造宜
居城市？

1.综述：中国空气质量管理历程

有关中国空气质量管理的系统概述寥寥无几。
即使有，也大多是对于大气污染防治和控制措施的
描述和总结 (WB-MEP, 2011)。但北京 2008 年的
奥运会、上海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和广州 2010
年的亚运会，则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综合空气质量管
理的实践。通过这些重大活动，公众对于空气质量
管理的认识和了解在得到了长足提高的同时，对空
气质量数据和知识的需求也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
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公共投资已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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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领域包括大气监测系统、清洁能源、清洁生产
和公共交通优先等。笔者认为，大气污染防治的目
标是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防”与“治”概括了
空气质量管理的全周期。如果“防”做得不够，“治”
的力度再大，也难以根治污染。 因此，按照空气
质量管理评价的框架进行回顾，或许能对中国应对
大气污染的历程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

通常，当谈及空气质量管理或大气污染话题时，
人们的关注点都指向大气污染指数或大气污染物浓
度的量化指标，并直接得出结论，很少且无从深入
了解这些量化指标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更谈不上
了解其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
为，应该从空气质量管理评价 的三个具有内在逻
辑联系的单元（业界称之为“指数”），来透视中
国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走过的历程。

1.1 空气质量和健康指数：进步显著，但难以服众
空气质量和健康指数，简单地说，就是参照世

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导值，以公众健康为出
发点，去衡量并分析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 。具体
来说，这个指数根据亚洲国家空气质量的实际水平，
选用 WHO 过渡期目标值，以空气污染指数 (API) 
的概念为基础，选取了 PM10、, PM2.5、 SO2、 
CO、 NO2、 Pb 和 O3 共 7 项指标。这些指标中，
PM2.5 与健康的关联度最大，但我国的 PM2.5 的
正式监测始于今年（2012 年）。PM10 的监测也
仅仅始于 2000 年（WB-MEP,2011）。

在评价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成果方面，中国官方
通常用“达标”为依据。 所谓达标，指的是把有
关大气污染物浓度控制在中国环境空气标准第二级
界定值以下。 世界银行与环保部联合开展的中国
大气污染控制综合管理研究课题的结论之一是：“过
去十年，中国在降低城市空气污染物浓度方面取得
了巨大进步，其中包括可吸入颗粒物（PM10）。 
2001 年至 2009 年，空气质量达到国际二级以上
标准的中国城市比例从 3% 上升至 84%。 2003 年
至 2009 年，113 个重点城市的 PM10 浓度从 126
微克 / 立方米降低到 87 微克 / 立方米。”（WB-

MEP，2011）即城市的监测数据我国大气质量标
准中二级标准 PM10，限值是 100μg/m3，是世界
卫生组织准则值的五倍，也高出第一过渡期目标的
标准值 30μg/m3。因此，以世界卫生组织第一过
渡期的准则值来衡量，过去十年中国在大气污染防
治中的成绩将会缩水；在 CAI-Asia 研究的 32 个
中国城市中，81% 达不到世卫组织第一过渡期指
导值（CAI-Asia，2010）。

客观地说， 从环境空气标准的制定和修订过
程看，随着中国业界人士对空气质量认识的深入，
空气质量的内容却是朝着更加科学、更加国际化
的方向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
首次发布于 1982 年，即《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GB3095-82）。此后分别于 1996 年、2000 年
和 2012 年三次修订。最新一次的修订自 2008 年
立项以来，历时三年多，最终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发布。该标准涵盖了空气质量与健康指数中的
所有污染物，且标准中各污染物的浓度值首次与
WHO 第一过渡期目标一致。为中国推动以公众健
康为导向的空气质量管理，开创了新局面，因此是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国内外空气质量管理业
界，包括 CAI-Asia 在内的国际环保公益组织，都
认识到，中国在其快速经济增长和成为世界工厂的
情况下，大气污染控制面临的挑战史无前例； 但
中国通过能源结构调整、清洁生产、严格机动车尾
气排放标准、机动车燃油经济性（质量）、总量控
制及区域限批等措施多管齐下，在大气污染防治领
域的表现令人瞩目。 从监测数据的解读，到对大
气污染严峻形势的认识，政府的官方立场与民间和
国际上的认识，差距并不太大。监测长期以来是一
个由政府全权负责的领域，因此就有公开发布数
据的污染物而言，无论是非政府机构和媒体所代
表的公众解读和政府正式文献，结论是相近的。
在世界卫生组织 2011 年关于世界城市污染的排名
中，亚洲数据均引自 CAI-Asia。而 CAI-Asia 的数
据来源是中国环保部的官方数据。 同样，自然之
友（自然之友，2012）、绿色和平（绿色和平，
2012）、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空气污染物地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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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气质量数据的显示方式是链接到城市环保部
门的官方数据中的。

 

图 1：空气污染物地图中北京空气质量链接

来源：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index.aspx

     
图 2：来源：贺克斌教授在第八届中国城市空气质量

管 理 研 讨 会 上 的 发 言（http://cleanairinitiative.org/

portal/node/8357）

即使如此，空气质量的总体改善和政府的业绩，
无论是力度、成效，还是速度，距离公众对于健康
大气环境的要求仍差之千里。公众需要更加透明、
包容和实效的措施。公众的这些诉求主要表现在几
个典型案例中：2007 年厦门的 PX 项目立项流产；
2008 年公共大气污染地图的创立；2009 年广东焚
烧场引发的公共讨论； 以及 2011 年围绕美国驻华

大使馆 PM2.5 监测数据与北京市官方监测站公布
的 PM10 数据引发的公众大辩论。公众压力由于
建立在空气质量对健康和生计影响的知识基础上，
更由于空气监测设备的科技进步可能打破监测数据
的垄断局面，而变得更加有力量。这些力量，必将
加速空气质量管理信息的透明度，并促进政策措施
更具效力 。

1.2 空气质量管理的能力指数：不断强化，但仍显
薄弱

空气质量管理能力可分解为四方面，一是辨别
排放源及其贡献率的能力；二是评价空气质量现状
的能力；三是估算影响的能力；四是减少和管理温
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能力。 这四方面能力
缺一不可。 关于排放源及其贡献率，涉及到排放
源清单，源解析等，这些一直是环保专业领域里的
基本和重点工作。后三个能力相对较弱。

以评价空气质量能力为例，它要求管理具备较
强的监测、模型、数据获得和数据解读的能力。 
监测和数据解读是难点。中国的大气监测在近十年
发展迅速，重点城市安装了在线实时监测系统，大
气监测数据的收集和发布，经过北京奥运会和上海
世博会的实践检验，形成了从发布首要污染物的大
气污染指数（API），到空气质量日报、预报和实
时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发布，到 2012 年正在部署的
PM2.5 监测和发布。 然而， 监测的安排存在致命
的弱点，对于健康暴露相关的监测不够； 监测数
据多年来主要用于上报“达标”与否服务，而没能
成为地方的管理决策依据，距离为公众服务，还有
相当的距离。 以 2012 年 2 月 29 日发布的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修订版为例，其中引用的监测依据仍然
是 2007 年的监测规范。该规范显然滞后于新标准
落实所需的指导。据悉，“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
监测数据处理规范。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
（试行）中涉及到数据处理的方法，但也只是有效
数据的规定，没有数据处理方法（规范）（宋国君，
2012）。

如果监测没有直接服务于空气质量管理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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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善，那么监测数据就无法成为全面评价空气质
量状况的坚实基础。 其后果是，即使不断发布监
测数据，但由于其内涵先天不足，无法服务于公众
对于健康空气质量的诉求。

估算大气污染产生的影响的能力，由于长期
的机构协调缺失，环境健康的协同工作，一直
到 2005 年 才 开 始。2007 年 11 月， 卫 生 部 和 环
境保护部共同编制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
（2007-2015）》，提出建立空气污染与健康监测
网络。2008 年 1 月组建了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了联合办公室，承担国家环境与健康
相关工作的运转和协调。这对于推动以健康影响为
目的的空气质量管理，无疑是一个喜讯。这有助于
把空气污染与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坦然地列入学
术和政策讨论的日程，共同探索解决方案，而不是
一味停留在从医学病理依据上去求证，不用担心由
于大胆假设空气污染与某些疾病之间的联系所带来
的政治上的风险。所以说，在环境与健康这一主题
上，2008 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健康效应
真正开始成为关注空气质量的一个新的角度，也还
是在 2008 年。主要表现于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共同
呼吁改进目前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 最明显的例
子是钟南山等科学家公开明确断定空气污染与肺癌
的关系，并呼吁中国空气质量评价，应将与健康更
加密切相关的污染因子纳入监测和评价体系（彭艳，
2009）。

减少和管理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能
力，随着节能减排力度的加强，而有所提高，从经
费、制度、到行业政策，都在节能减排大任务中包
含了清洁空气的内容并落实人财物的配套投入。政
府各部门都专门设立了节能减排机构，负责规划并
分解节能减排任务。 但由于缺乏综合的清洁空气
行动计划，不同部门之间的节能减排预期效果与空
气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度，没有系统的评判
标准。因此出现了节能减排从宣传教育到项目措施
上马整个环节都是主旋律，但公众对于空气质量的
不满却越演越烈的局面。几次公众事件的发生，本
质上是对这个能力的挑战。

1.3 空气质量管理的行动力指数：政策法规齐全，
实施见效艰难

这个指数主要是评价包括总体政策措施、交通、
能源和工业行业的政策措施和其他行业的相关政
策。 中国在这个指数上得高分，并不出所料。 杭
州和济南两个城市对自身的空气质量管理现状的评
价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CAI-Asia, 2010）。杭
州济南两市的案例研究非常具有代表性： 一方面
落实实施了国家和省一级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各项
政策措施，同时也针对本市的特点，

 

图 3：部分杭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清单

来源：杭州市环保局代表在第七届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

理研讨会上的发言

出台了具体的减排措施。因此，杭州在行动指
数上的得分较高。在同期的八个亚洲试点城市中，
名列前茅，清洁空气管理总体水平位列“逐步成熟”
类。 这个得分与其在第一个指数 - 空气质量与健康 -
方面的低分形成了反差。 济南的结果也具有同样
的特点。  

2.分析：需要根治的难题

中国的空气质量管理经过过去十多年的积
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 2005-2010 年的
“十一五”规划期间，完成了包括二氧化硫排放减
少 10% 在内的能效和经济增长目标，成绩斐然。
在 2010 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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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意见》），标志着中国空气质量管理
向科学管理迈进，即以以空气域分片而不是按现行
行政区划分片管理。着眼于共享的空气区域部署空
气质量管理措施，是科学界和管理决策部门的共识。
污染减排面临的压力巨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加快，对重化工业和能源的需求呈刚性增长，粗
放型增长方式短期难有大的调整，能源消费和污染
物排放总量依然很大，减排潜力缩小，任务更加繁
重。特别是污染减排工作还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
推进难度增大、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能力建设跟
不上减排形势需要、监管不力等问题（刘炳江，
2012）。笔者认为根本性的问题有三： 

2.1 缺乏区域机制来界定合作与协作 的原则与规则
联防联控应对区域大气污染的思路，通过《意

见》的方式发布，并被定位为“国务院第一个专门
针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综合性政策文件”，力度几近
中国政府文件的顶级；该政策文件由包括环保部、
发改委等九大部委联合上书国务院，其广度也属罕
见。因此，《意见》发布伊始，大气污染防控业界
可谓深受鼓舞，对其在管理思路上的“五统一”和“十
项突破”（张力军，2010），更是寄予厚望，期盼
数十年来盘根错节的“属地管理”桎梏能有所松动，
为区域空气质量管理改善搭建一座桥梁。中央如此，
地方也如此。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的环保系统官员
和技术专家都表达了与《意见》内容一致的真诚意
愿。可以说在区域空气质量管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问题上，各级各界认识上高度统一。然而，《意见》
落地的过程则漫长又令人沮丧。在《意见》出台两
年后，曾经鼓舞人心的“联防联控”的“联”淡出，
经环保部审议通过后上报到国务院的规划从“重点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十二五规划”回归到四平八
稳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
或许强调“城市”，有利于突出由《中国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赋予城市人民政府对其城市空
气质量的法律责任，而强调“联”，则难以明晰“区
域”的法律地位。 这种文字上的调整，或许不能据
此断定政策思路上有什么变化，但至少说明，从“区

域”层面思考和推动全区域工作的难度是根本性的。
2.2 缺乏环境规划与整体经济和行业规划之间的连
贯和呼应：

中国各个机构之间的条块分割，造成了高昂的
机构协调成本。 在机构协调问题上，从单个部门角
度看，常常是没有过失之责，似乎大家都很无奈。 
从法律规范、工作程序到工作机制，也很难找到明
显的过错。以 2003 年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评价法》为例，该法明确规定政府各部门在
制定规划过程中，必须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否则
不予审批。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所明确规定的总量控制和排放许可制度，加上
始于水污染防治的“区域限批”制度，共同构成了
相对完善的“环境否决权”。但在实际落实中，环
境规划与整体的经济和行业规划之间的脱节司空见
惯。 结果造成决策失灵、资源浪费等问题积重难返。

笔者认为，仅有规定，而没有辅之实施的手段，
是不够的。如果能制定一个为政府各部门都认同的
量化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或许就能促进政府各部
门间、不同行业之间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达成共识
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论我们冠以它什么名称，都是
必须的。只有找到一个有效的抓手，才能避免这个
局面：一方面政府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出台一系列
财政经济政策和行政政策；另一方面人们却感受不
到实际情况的改变。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中国
社会对公共财政资源有效运用的监督也会以不同的
途径和方式逐渐加强。所以，做好大决策是新一代
公共政策决策人的历史责任。（刘蔚，2010）。

2.3 缺乏同一区域内相对配套的空气质量管理能力
由于政策分析专家通常关注自上而下的宏观问

题，而常常忽略了这个难题。这个难题如果得不到
系统和根本的应对，再良好和彻底的顶层政策设计，
都无法落地。例如，新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首
次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指导值挂钩，转向以
健康为导向的空气质量管理。从顶层设计上来说，
如果一些基础工作没有准备好，就会造成“基础不
牢，地动山摇”的局面。特别是在有关监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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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设备选择的决策。
  

图 4：支持全国主要城市空气质量实时手机报的软件出

炉（来源 http://air.fresh-ideas.cc/）

3. 政策建议与小结 

跨越国际、国别和地方多层次开展工作的机构
寥寥无几。 因此，政策评估通常无法充分并准确
地应对政策与实施之间的差距。同时，政策编制常
常缺乏对地方实际问题的充分把握。 有幸的是，
CAI-Asia 在中国城市网络自 2005 年建立以来，
通过每年 1-2 次的固定“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研讨
会”，为了解国家政策和地方实施之间的差异提供
了重要的平台。该报告提出的战略性和实践性兼具
的建议，其依据就是政策分析研究与城市研讨会的
成果。相信这些成果在众多的政策研究文献中具有
它独特的贡献。

3.1 在不同城市、不同省份之间的区域协作机
制正式确立前，首先要建立起广泛参与的伙伴关系，
建立信任，这是确保协作机制发挥长效作用的关键。 
具体来说，伙伴关系的建立首先需要区域内不同方
面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讨论并识别在本地区推动
区域空气质量管理所必须具备的机制、原则和规则。
最好是一步一步地逐步稳健推进，但首先要就透明
和数据现状达成共识。在起步阶段，或许需要一个
独立的机构来协助这个讨论与对话的进程。 长三
角已经率先在进行尝试。目标群体：环保系统的科
研、监测和中层官员，区域外有一定可信度的独立
机构或团队（大学或非营利机构）。

3.2 加强本区域各城市、省环保厅局之间的协
作机制。环保厅局和环保队伍之间的协作，可确保
环保系统发出的政策倡导的一致性，才有助于推动
经济增长规划与区域空气质量管理目标之间的协
调。目标群体：区域内的环保系统。

3.3 宣传并推广“低排放城市发展框架”，从
而促进清洁空气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并肩而行。目标
群体：城市规划的官员和专业队伍，环保专家。

3.4 采用系统方法，通过编制清洁空气行动计
划的过程，进行空气质量管理。这个进程有助于环
保厅局通过确立清洁空气目标，开展系统连贯一致
的空气质量管理评价。并编制排放监测报告和政策
建议的整个过程来提高其影响力。这个进程也有助
于环保厅局转变自己从相对边缘化或后来者的地位
变为政府的顾问和监督员。目标群体：市政府综合
部门、市发改委和环保系统。

,3.5 通过编制发布城市清洁空气管理报告，积
极主动地推动公众参与，从而形成环保厅局与公众
联盟推进清洁空气日程的局面。目标群体：市政府
综合部门和环保系统，特别是负责信息发布和共同
事务的机构。

3.6 确立中国全国（和区域）空气质量年度大会，
鼓励城市和区域空气质量管理领域的创新和最佳实
践。目标群体：环保部或部属机构牵头，协同专业
领域的非营利机构和学术机构共同主导，中国本土
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和媒体积极参与。

3.7 开发能力建设体系，并组建国家技术顾问
组，其成员应包括国内外专家，就空气质量管理具
体专题提供具体准确的支持。目标群体：环保部推
荐的有一定国际资源整合经验的机构。 

3.8 确立空气质量管理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体
系，并将其纳入到体制内。该体系内涵应包括空气
质量和温室气体管理，从而实现协同效益。该体系
的形式多样，可以包括城市实地考察、姐妹城和城
市网络、电话会议、出国考察和交流项目等。目标
群体：环保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与大气污染防治有
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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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去 20 年中，中国的城市固体废物数量增长
迅速，废物处理设施和能力也从无到有，逐步增加。
伴随针对固废管理的法规制度相继出台，“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也得以确立。然而，以“可
持续的废物综合管理”的五级优先排序为参照，我
国尚未实现从废物处理到废物管理的根本转变，相
关法规制度也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层次。
本文简述了中国城市固体废物的产生、组成、法规
和管理体系及行业概况，通过对各利益相关人群的
访谈和公民社会参与案例的回顾，探讨了固废前端
减量的困难与矛盾，公众参与从对抗“反焚”到合
作解决问题的发展，以及以个体和小型企业为主的
废品回收行业的困境与出路，最后以切实可行为出
发点，结合五个层级的优先性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大事记

1. 1992 年 5 月，国家环保总局批准了《关
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
以减少废物的越境转移和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量，
并在环境无害化的前提下管理和处置这些废物。
1995 年 9 月，环保总局又批准了该公约的修正案， 

2. 1992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这是中国首部涉及城市市容
管理并包括固废管理在内的环境卫生法规政策。

3. 1994 年，作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北京

3.9 城市固体废物                                               

文 | 蔡超

市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建成投产，它是北京市运
行最早、规模最大的垃圾卫生填埋场。

4. 1995 年 10 月，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将固体废物的污
染控制纳入了法制轨道。该法于 2004 年 12 月通
过修订。

5. 2007 年 6 月，在周边居民的坚持反对下，
国家环保局通报北京市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予以缓建。2011 年，北京市政府明确表示六
里屯垃圾焚烧厂弃建。

6. 2008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
知》，即著名的“限塑令”，开始实施，该通知要
求全国范围内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
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

7. 2008 年 8 月，国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提出“减量化、再利用、资
源化”的原则应对和处理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
的废物。

8. 2009 年 1 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关于再生资源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自 2001 年以来实施的再生资源
行业增值税免征政策，废旧物资回收企业在享受两
年“先征后退”的优惠政策后，2011 年起需全额
缴纳增值税。

9. 2010 年 4 月，北京市在 600 个居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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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垃圾分类达标试点，2011 年，又增加 1200
个分类试点小区。但居民自觉分类收集的情况并不
乐观。

10. 2011 年 4 月，环保部、商务部、发改委、
海关总署与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固体废物进口管
理办法》，明确禁止中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
倒、堆放、处置”，禁止“以热能回收为目的进口
固体废物”，禁止“固体废物转口贸易”。

11. 2011 年 12 月，由国家发改委、住建部与
环保部联合编制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设施建设规划（2011-2015）》进入实施阶段。根
据该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设施建设投资总量将达 2600 亿元。

 
1.综述

1.1 可持续的废物综合管理理念
城市固体废物是指城市地区居民、工业、商

业和机关单位等产生的全部废物 。中国作为一个
正在经历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固体废物大幅快速增长的问题，
以及随之而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健康威胁。
在世界银行（2005）、UNEP（2011）和欧盟认
同和推动的“可持续的废物综合管理”，即 ISWM
（Integrate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中，固废管理分为五级：预防（prevention）和
减量（reduce）、再利用（reuse）、循环利用
（recycling）、 能 源 重 获（recovery）（ 堆 肥
和消化）以及末端处置（填埋（landfill）和焚烧
（incineration）） 。这一理念是在世界各国固
体废物管理的经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中越高
的级别是越受到提倡的处理方式，具体包括优先
开展废物预防和最小化、实现分类回收、推动 3R
（Reduce, Reuse, Recycle， 即 减 量、 再 利 用
和循环利用）原则、实施安全的废物运输、处理
和处置等。在这一系统中，填埋场和焚烧厂并不
是一种处理方式，而是固废管理系统终端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本报告将在 ISWM 的理念下考察
中国城市固体废物的各项管理手段和处理措施。

1.2 中国城市固体废物的产生与组成
我国的城市固废主要包括厨余有机物、废弃纸

张、废弃塑料、废弃金属和废弃玻璃等，人均产生
量不足 0.9 千克 / 日，低于发达国家水平（Giusti，
2009）。但在过去 20 年中，伴随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速度的加快，固废产生总量和清运量 都迅速增
长 .。2004 年全国城市固废产生量约为 1.9 亿吨，
清运量则从 1992 年的 0.826 亿吨增长到 2009 年
1.573 亿吨（世界银行，2005）。由于不同地区和
城市的地理位置、能源结构、发展模式、收入水平
和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固废的组成也有一定差异，
收入水平越高的城市废物中纸张、塑料等可燃物的
比例越高。总体来看，我国固体废物在组成上的特
点是：有机物含量丰富，易腐烂变质、以塑料和纸
张为主的废弃包装物增长较快、危险和问题废物（电
池、荧光灯管等）混入城市生活垃圾中，比重虽小，
却带来较大的环境影响。

 
1.3 中国城市固体废物的管理体系与法规制度

我国参与固废管理方针制定和具体落实的政府
机构主要有住建部、环保部、商务部、发改委及各
级地方政府。其中，住建部负责城市固废处置的规
划安排和技术指导，环保部主要针对固废处置中引
起的污染进行防治，发改委为固废管理方针和技术
提出指导性的安排和建议。具体的设施建设和处理
过程则由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此外，由商务部负
责联合各有关部门建立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对不同
类型的废旧物品回收处理行业进行指导和监管。

在过去 20 年中，中国先后制定了《清洁生产
促进法》与《循环经济促进法》，体现了经济发展
方式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的趋势，垃圾
围城的压力与日俱增也促使各项有关法规政策不断
出台。2004 年底国务院修订了《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2007 年以后国家进一步发布了各项
与固废处理政策配套的具体执行文件和技术标准。
但这些先后出台的政策和标准在内容上或有重复甚
至矛盾之处，执行情况亦不容乐观（如严格控制境
外废物转移、全面实行城市垃圾分类收集、收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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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限塑、限制过度包装等法规要求均未见长期有
效地贯彻执行）。法治精神在具体政策出台和对企
业经营行为的引导中体现不足。

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是我国特有的再利用和循环
利用模式，其重要性在法规制定上也日益体现。过
去数年间我国在这一领域出台了若干政策文件，提
出以废旧商品回收分拣“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和“加
强环境保护”为目标任务，也涉及建立包括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基金在内的财政金融和土地支持政策等
保障措施。这是政府加大对该行业支持的良性信号，
为未来建立延伸的生产者责任制度做了准备。但另
一方面，2009 年起施行的《关于再生资源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规定，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从 2011 年
起再无任何退税优惠，对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回收处
理行业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

末端处理设施方面，我国在过去 10 年中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吸引私营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
2004 年实施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将 BOT 这种特许经营方式引入包括垃圾焚烧在内
的固废处理行业；《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
通知》等规章和新近出台的“十二五”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规划，进一步鼓励私营和民间资本参与
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为焚烧项目上马提供了便
利条件。

《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减量化、再利用、资
源化”为循环经济的核心，这三点加上垃圾处理“无
害化”的要求，成为中国固废管理活动的总原则。
从立法趋势和政策导向上来看，符合我国作为《21
世纪议程》履约国的承诺，也与 ISWM 的理念大
体一致。但是，在现行法规及执行现状下，城市
固废管理仍是典型的末端治理、混合处理，并未
能与限制过度包装、减少过度消费、建立延伸的
生产者责任等前端的产业政策和消费引导有效结
合起来；“回收”与“处置”两个环节长期以来
各成体系，垃圾分类试行在各地受阻，使得再利
用和循环利用中问题重重；规范回收利用活动的
规章制度陆续出台，其作用和力度有待时间检验，
是否会带来进一步边缘化广大个体和私营从业者
的影响也未可知。

图片来源：处理委员会，2011

图 1：2001—2009 年垃圾处理能力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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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城市固废处理行业概况

循环利用、能源重获（堆肥和消化）和末端处
理（焚烧和填埋）在 ISWM 理念中位于不同层级，
有优先级上的差异。但我国的废品回收与城建环卫
是分属不同部门的两个体系，在数据监测和统计上
也未能整合。环卫部门一般以填埋、堆肥和焚烧为
三种可相互替代的处理方式为口径来统计数据，所
统计的垃圾清运量未包含回收处理利用的部分，而
物资回收行业的经营情况由商务部门管理。因此，
在我国城市固废产生总量及其后流入每个层级上的
数量，缺乏综合准确的统计数据。

回顾过去 20 年，我国城市固废的管理基本上
是从零开始，发展到目前处理设施和能力都得到大
幅增长。根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委员会（下文简称“处理委员会”）（2011）
的数据，到 2009 年，中国设市城市的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 71％（图 1）；处理设施的总量先
降后升，结构上从早期以填埋场为主，到 2004 年
以来焚烧厂的数量和处理能力显著增长（图 1 和
图 2）。2009 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中，填

埋、堆肥和焚烧处理的比例分别为 56.6%、1.9%（包
括综合处理厂数据）和 12.9% ，还有 28.7% 属堆
放和简易填埋（图 3）。

填埋一直是我国固体废物处理的主要手段，但
近年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从 2001 年到 2009 年，
伴随我国城市垃圾处理率的提高，填埋的比例从
51.8% 上升到了 56.6%。截至 2009 年，全国共有
卫生填埋场 447 座，实际处理量 8896 万吨 / 年，
填埋气体发电成为新型产业（同上，2011）。垃
圾焚烧是国家推广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之一。在一
系列税收优惠、电价补贴等政策支持下，垃圾焚烧
发电行业得到迅速发展，并被业内人士认为前景
非常乐观。到 2010 年，全国投入运营的垃圾焚烧
厂近 100 座，截止 2009 年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的
处理能力为 7.12 万吨 / 日，处理量达 2022 万吨 /
年（同上，2011）。除了数量上的增长，垃圾焚
烧厂的规模也实现了三级跳，从日处理数百吨到
2000 吨（关中，2010）。大型焚烧厂与技术水平
较低的小焚烧、土焚烧炉并存是目前焚烧行业的现
状。垃圾堆肥处理则处于萎缩状态。到 2009 年，

图片来源：同上，2011

图 2：2001—2009 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厂）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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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厂仅有 16 座，实际处理量
135 万吨 / 年（处理委员会，2011）。堆肥作为
处理我国城市固废中大量厨余垃圾的有效方式需要
进一步改进和推广。

在再利用和循环利用环节，目前我国进入回收
利用的废物以纸张、塑料、金属和电子废弃物为主。
这个行业与固废处理体系相互独立，有较大的非正
规性，现有数据亦有限。刘强（2011）认为，2009 年，
我国有再生资源回收网点 20 万个，回收利用加工
企业 1 万多家，从业人员 1 800 万人 。

2.多元视角聚焦固废管理20年

为了解各利益相关群体对过去 20 年来我国固
体废物管理发展的看法与观点，笔者对数位来自研
究机构、政府、NGO 和公众的代表及业内人士进
行了访谈，各方对成绩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伴随城
市固废产生量的快速增长，我国废物处理设施和能
力从无到有，逐步扩大，改变了过去垃圾随意堆放

的状况，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扩张和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对固废处理的要求；针对固废管理的法规制
度相继出台，确立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的原则；引进了国外先进处理技术，研究和认识水
平不断提高。然而，不同的视角对固废管理的整体
评价褒贬不一，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也各不相同。

2.1 法规体系——清晰有效还是重此轻彼
固废管理法规体系的建立和有效性是存在较大

争议的地方之一。如综述中所说，过去 20 年中，
我国逐步制定了固体废物管理的各项法规制度标
准，尤以最近五年为多，但其整体协调性和实践程
度在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看来却不尽相同。具体负责
北京市固废处理和设施建设规划的市政市容委前工
作人员认为，现有法规体系已然健全，在国家立法、
部门规章之下各地又制定了地方层面的垃圾管理办
法，循序渐进，层次清晰，效果显著。而中国环科
院固废所的王琪研究员则有着毫不客气的批评：现

图 3：2001 年和 2009 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比例

图片来源：同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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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规自身的协调一致性非常差，缺乏一个完整的
体系，既包含顶层统领性法律，又有在其框架下制
定的针对固废各层级管理活动的具体规章制度。《固
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是这个领域的主要法律，
它强调固废的污染属性，将其与水污染、大气污染
并列处之，模糊了废物循环利用和综合管理工作的
位置。此外，《循环经济促进法》和《清洁生产促
进法》中也有大量内容是针对固废减量化和资源化
的，但这三部法律之间没有清晰的主从关系，后二
者作为“促进性”的法律，指导实践效果欠佳。在
这样的情况下，做整体规划时到底以何为依据、行
使职权时的条块分割和法规执行中的相互脱节都成
为问题。

其他专家、公众与 NGO 的声音也大都倾向
于批评。清华大学的聂永丰教授指出，我国的法
规标准是一刀切，出台也比较仓促，忽视了不同
地区和不同发展水平下如何因地制宜，选择适合
当地条件的处理方式和设施建设技术。长期以来
在 NGO 做过大量固废管理研究的毛达在相关调
研的基础上认为，关注减量和循环利用的一些法
规，包括《循环经济促进法》和著名的“限塑令”，
存在的共同问题是规定过于粗略和理想化，缺乏
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时间表，更像一个“理想的
宣誓”，而非具体务实的指导。此外，实际的政
策规划与理想中的法律、中国的行动与对国际承
诺的兑现，都是存在矛盾与差距的。广东反焚运
动代表人物之一，樱桃白（网名）则对有关焚烧
的法规政策有深刻的见解。她认为，2005 年通
过了《可再生能源法》，把“城乡有机废物转化
成的能源”算作生物质能，该法及其配套制度为
垃圾焚烧发电提供了电量回购、电价补贴和税收
减免等优惠政策；《循环经济促进法》将垃圾焚
烧归为资源回收；2004 年起施行的《市政公用
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则将垃圾处理行业归入
特许经营范围，为垃圾焚烧的 BOT 模式提供了操
作依据。这三者组成了垃圾焚烧产业大跃进的政
策“组合拳”，大力推动了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
发展。

2.2 前端减量与分类收集——时机未到，困难重重
预防减量是可持续的废物综合管理中的第一个

层级，也是一直以来我国固废管理的薄弱环节。虽
然《清洁生产促进法》确立了减量化的原则，社会
各界也大都认同这个环节的重要性，但在中国是不
是到了该抓减量化的阶段，以及目前能不能做到源
头减量和分类，各方看法不尽相同。

众所周知，促进消费与拉动内需仍是我国目前
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方向，尽管循环、减量的呼声
不断出现，但依然被轻易地淹没在一片追求 GDP
的声潮中。正如在促进社区垃圾分类一线工作数年
的韦罗东所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回
过头来考虑怎样在源头鼓励老百姓减少消费，选择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这跟我国目前要拉
动 GDP、扩大内需（的政策）可能是有矛盾的”。
目前是发展、消费的“一只脚走得快得多，后面这
只脚（废物管理）却跟不上”。更何况，中国作为
一个快速城市化中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异与城镇
居民内部的贫富差距都在扩大，中国城市建设研究
院的徐海云认为，整体来看，中国的平均消费水平
仍然较低，尚未达到充分消费的水平，大部分商品
的消费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别，而“减量”
的空间只有在充分消费基础上才存在。因此，目前
中国抓城市垃圾减量似乎还时机未到。

具体到实践上，王琪认为，减量化不是以垃圾
管理部门一己之力能够做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推
动、礼品市场和社会风气的导向、追求便利快捷消
费习惯的形成，都给固废源头减量的工作带来困难。
我国又缺乏统领性法规的整体布局和多个部门综合
协调，建立延伸的生产者责任制度的经济条件和制
度保障均未成熟，落实遥遥无期，减量工作困难重
重。

在同属前端管理的垃圾分类环节，各方专家和
管理者认同的观点是，我国的废品回收利用行业已
经建立了一套符合经济规律、比较完整有效的体系，
完成了垃圾分类的主要工作，实现了对固废中绝大
部分可回收利用资源的分拣和处理，达到了可与发
达国家相媲美的回收利用率。然而，居民自发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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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各大城市多年来倡导的垃圾分类收效甚微。
对于中国公众到底能不能做到自觉垃圾分类，樱桃
白、陈立雯等人认为分类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政府的推动和指导不力，标准混淆、解释不清、
宣传不到位。缺乏对居民的激励机制，公众对固废
处理的真实成本了解不足，同时对下一步能否落实
分类清运和处理心存疑问，自然没有动力在投放环
节自觉行动。而另一位反焚代表人物黄小山的看法
却不乐观：建立在老百姓自觉性基础上的垃圾分类
在中国短期以内很难实现。他的依靠“绿房子”进
行社区二次分拣和初步处理的构想因此应运而生。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的徐海云研究员则更深一步地
指出，中国目前垃圾分类的关键是厨余分离，分类
必须与其后的每个环节连接起来，如果没有建立分
类垃圾运输处理利用的产业链条，没有经济利益在
背后推动，仅仅依靠民众的觉悟和政府的宣传教育
是难以实现的。

垃圾分类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耗时甚久的工
作，政府的宣传推动和奖惩并重的制度在其中至关
重要。然而目前来看，公众与政府各自都表现欠佳，
且有相互推诿责任之嫌。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在
政府宣传教育和惩奖措施得力的情况下，我们有理
由相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与条件成熟的社
区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居民逐渐开始源头减量和垃圾
分类投放的行动。公民的自觉行动辅以“绿房子”
或回收处理行业的二次分拣，成为未来解决这个问
题的希望。

2.3 反烧与主烧——争论焦点的转移
焚烧问题无疑是中国固废管理实践中争论最多

和最激烈的主题。从 2007 年北京市居民反对六里
屯垃圾焚烧厂建立起，过去数年中全国有三十多个
城市发生了居民反焚事件，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
广东、江浙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回顾这一过程及
其结果，曾经的反焚公民、NGO 工作人员和专家
们共同认为公众对垃圾焚烧的认识在逐步走向理性
化。

垃圾焚烧与否之争刚一兴起时，争论的焦点和

公众反对的论据主要集中在焚烧厂排放二噁英、重
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带来的健康影响上。随着两种
声音不断交流，争论双方对问题的研究和理解的深
入，包括反焚代表在内的社会公民都已认同需要正
视焚烧存在的现实。目前在焚烧技术上的争论已经
弱化，焦点集中在焚烧厂能否规范化建设运营和达
标排放、焚烧盛宴背后是否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链条、
公众的权力和利益怎样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以及
政府缘何在固废管理前后端的重视和投入程度上重
此轻彼。樱桃白的“组合拳”理论剖析了固废焚烧
的真实成本和利益，打着“生物质能源”大旗的焚
烧偏离了“无害化”处理的初衷；毛达更多地关心
大建焚烧厂带来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超
出我国环境容量的风险，以及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威
胁；陈立雯担心焚烧厂的建设会在未来与已经边缘
化的废品回收利用企业竞争废物中的可燃物，挤压
这个行业中小从业者本就有限的生存空间，同时不
利于居民源头分类的推动；徐海云、聂永丰等专家
的顾虑则集中在焚烧厂会不会脱离地方实际，大上
乱上，一些地方是否会借垃圾焚烧之名行火电之实，
以及技术落后的小焚烧、土焚烧炉如何监管和能否
达标排放的问题。

公众与专家对 BOT 模式的解读也各不相同。
樱桃白等人坚定地认为 BOT 模式最终会让垃圾焚
烧绑架政府，愈烧愈多再无回头之路；徐海云的看
法则正好相反，正是 BOT 的形式会帮助政府考虑
得更长远，为了避免将来过度补贴焚烧厂而在目前
有所节制。

综合来看，王琪的看法可能更客观和贴近现实。
一方面，在政策激励下，垃圾焚烧行业短期内涌入
大量资金、人力、物力，但不同企业的技术和认识
水平良莠不齐，管理缺乏经验，政府的监管和标准
制定也不乏漏洞，很可能会导致实际运营中问题不
断，而考虑到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及可能引发的社会
矛盾，垃圾焚烧的“黄金时期”可能隐患重重。然
而，建立完善有效的固废减量、分类、管理体系耗
时甚久，工作繁琐，政府面对的是眼前与日俱增亟
待处理的垃圾，甚至自上世纪起积累至今的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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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巨大难以回避。因此，焚烧成为政府权衡得失、
快慢和繁简之后做出的选择。

2.4 有中国特色的循环利用——废品回收利用行业
的升级与发展

在我国，一直有民间和企业、机构将可回收利
用的废物出售给废品回收者的习惯。废品回收处理
行业对循环经济和固废管理的贡献受到广泛的认
可，这个行业可以说是“再利用”和“循环利用”
两个层级在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专家、政府职
能部门，以及关心和实践垃圾减量分类的 NGO 普
遍认为其对固废分类和缓解末端处理压力的作用重
大。但废品回收处理行业总体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
这个行业包含大量个体废品回收者和废品处理小作
坊、中小型私营回收处理企业和少数大型回收处理
企业及龙头企业。个体回收者和小型企业大都工作
辛苦，条件恶劣，回收处理活动中受到来自产业链
上中下游的制约：拾捡收集环节一般需以公共管理
名义向居委会、物业交纳费用，运输中受到车辆限
制，分拣面临场地不足的问题；废品处理小作坊受
制于成本和自身技术水平，在加工处理中通常采用
简单原始的方式，对周边环境和从业人员自身健康
带来严重危害。在环保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很多
回收处理基地逐渐难以为继；销售环节则需要满足
下游用废企业在价格、质量和标准上的要求，整体
生存和发展极其艰难。

UNEP 于 2011 年底发布的《迈向绿色经济：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报告中固
体废物一章提出，在非正规从业者中消除贫困和实
现环境公正是绿色化（greening）固废部门的重
要指标和收益之一。基于这一点反思政府的作用，
正如来自 NGO 和行业内部的声音，废品回收处理
在我国是一个自发形成、模式成熟且符合经济规律
的行业，政府难以也无需收编，应该做的是考虑从
业人员利益的、广泛参与和循序渐进的正规化。重
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前端鼓励居民和单位将可回
收废物免费交给回收人员和企业；促进物业和社区
居委会等与回收个人 / 企业的合作、减少挤压；中

间环节在运输车辆、土地利用、硬件设施等方面予
以政策支持和设施配套；资金上提供税收优惠和行
业补贴；技术层面对处理过程中的环境和健康风险
给予专业指导和培训。最终在保障从业者的就业机
会和现有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的产业升级
和正规化。

黄小山则提出了操作层面的具体建议，“绿房
子”是他设计在中国城市社区全面推广的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和收集体系。通过在社区、单位普及搭建
“绿房子”，将保洁员、废品回收大军纳入其中工
作，实现垃圾二次分类和初步脱水处理，分类后的
垃圾则进入“静脉产业园”，这个园区将整合废品
处理小作坊和中小型企业，在环保达标的情况下，
对可回收废物进行规模化、无害化的处理和循环利
用，最终对产生后的垃圾形成一个理想、完整的固
废管理链条。

与此同时，中小型民间回收处理企业也在摸索
寻找自己的道路。某北京废品回收处理行业的资深
从业者介绍了他们目前的经营模式：与垃圾分类试
点社区合作，鼓励、协助居民进行分类投放，将分
类垃圾分别运输到政府修建的填埋场、厨余处理设
施和企业自己的符合环保标准的再生利用处理加工
厂。这一模式与“绿房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能
会成为我国固废管理中一种公私合作的有效方式。
如前所言，从业者同样认为政府在企业合法性、分
拣场地、运输设备和财税政策等方面的支持是这个
行业实现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键。

3.公民社会方兴未艾，NGO在行动中寻找位置

在公民社会并未达到高度发达的中国，近年来
在固废管理问题上引起的公众和 NGO 的关注、凝
聚的公民力量、实现的公众参与和形成的公民行动
都可谓前所未有。以垃圾焚烧厂为代表的城市固废
处理设施的建立，作为容易在大众中产生共鸣或引
起公愤的事件，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甚至形成抗
争事件。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
使这类公众性事件可以以很快的速度在更广的范围
内传播并产生影响。环保 NGO 的不断涌现和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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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也组织和引导了公众运动更有目标和策略地开
展。反过来看，固废管理引发的环境、健康及社会
问题也促进了以环保 NGO 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的成
长，公民意识在普通民众中的觉醒，以及公众参与
手段和形式在实践中发展成熟。公民社会倒逼政府
决策和决策过程改变初现端倪。具体来看，固废管
理问题上公民社会参与的形式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3.1 填补公众信息的空白，引导知情的选择
一些关注固废管理问题的个人和 NGO 组织认

为，目前中国民众从整体上讲，对包括焚烧在内的
固废问题的认识和关注依然有限，这反应在“邻避” 
地区以外的大多数人对焚烧厂的容忍态度和广大公
众在自律的层面上参与垃圾分类行动不足上。如毛
达所言，“焚烧只是垃圾问题的一部分，垃圾问题
在我们生活中又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然而这并
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尤其是在“专家”占据话语主
导权的今天，如何引起更广泛的公众关注、平衡和
补全公众所获得的信息，以及塑造客观公正的公
共认知，成为 NGO 的重要工作方向之一。“中国
垃圾信息工作网络”、“‘零废弃’联盟”等各
类 NGO 搭建的全国和地方性交流网络因此相继形
成，这些网络平台一方面介绍先进的国际理念与研
究，分析解读国内政策和行业发展；另一方面联合
公众与 NGO 的力量，为公众参与政策对话开辟了
渠道。从根本上说，固废管理是全体社会公众的事，
只有当每一个公民充分认识到自身的选择和行为在
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时，才可能在当下做出知
情和负责任的决策。

3.2 从“邻避”性抗争行为到建设性合作
城市固废处理设施，尤其是垃圾焚烧厂或填埋

场的选址建设，是体现公众关注和反对力量的典型
事件。徐海云认为，垃圾焚烧或填埋场的建设与其
最邻近区域外围的小区居民关系最为密切。这些
人往往是受教育水平和收入较高的城市职业人群，
最关心设施带来的污染、健康损害和可能的房地产

贬值损失。他们具备借助媒体力量，组织和扩大自
发性事件的动力和能力，在意见的表达中起到关键
性作用。过去的几年中，东部较发达地区发生的居
民反焚事件大都如此。这类行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延缓设施建设的作用，同时给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和
确定发展方向施加了相当的压力。但这类运动中公
民社会在与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并无
“规则”可依，也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唐昊，
2011），成功与否相对随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事件组织者的能力、事件的敏感度与造成社会影响
的大小。面对压力的政府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放慢
焚烧设施建设的脚步，另一方面也逐渐开辟了迂回
前进的策略。如何通过公众参与和公民运动推动公
众与政府间建立良性互动和解决问题的机制仍是需
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反焚活动虽源于“邻避”
行为，但其发展已经超越了“邻避”性应对的程
度，上升到更广意义上对焚烧和垃圾问题的关注与
研究、与 NGO 和政府机构的积极合作，以及为解
决问题发表建设性意见上来。黄小山作为反焚代表
人物的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3.3 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渠道的逐步建立与进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政府在固废管理政策制

定的过程中，逐步与公众和 NGO 建立沟通渠道、
引入公众参与和监督的努力。以北京为例，市政市
容委员会固废处的工作人员多次参加 NGO 组织的
交流对话活动，与垃圾分类试点社区代表及 NGO
调研团队共同讨论，各抒己见。虽然观点能否达成
一致尚未可知，但参与的态度已让人看到进步。此
外，在公众和 NGO 组织的要求下，2010 年北京
市将 5 家垃圾转运站、7 家垃圾填埋场和高安屯垃
圾焚烧厂定为每周四“垃圾减量日”的垃圾处理设
施对外开放场所，接受公众参观，邀请公众充当监
督员，发挥直接监督企业运行的作用。公众参与的
程序与形式也在向合理化的方向发展。2010 年环
保部、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活
垃圾处理和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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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自然之友对其提出了六点综合意见和针对
各条款的建议，在征求意见的形式上，亦就环保部
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仅有六个工作日提出了建议。
环保部随后将时间延长五个工作日，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有关政府部门对政策制定程序上的不足之处愿
意听取意见和予以改进的态度。

4.全球视野下中国固体废物管理的挑战

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承担着原料供应商、产品制
造商的角色，同时面临成为世界性的废物接纳处理
者的风险。一方面发达国家目前的工业和城市消费
水平基本稳定，废物产生量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对金属、塑料、纸
张等原材料有很大需求，进口废料成为弥补我国原
料不足的重要渠道。根据《固体废弃物进口管理办
法》和《进口废物管理目录》，我国将国际废物分
为“自动许可进口”、“限制进口”和“禁止进口”
三类。废金属、废塑料和废纸属于我国主要的允许
进口废物，欧、美、日等国是我国进口固废的主要
来源地。据官方统计，2009 年，我国废金属的进
口总量达 2034.74 万吨，废塑料和废纸的进口总
量分别为 732.54 万吨和 2 750.17 万吨，比上一年
增长了 3.55% 和 13.62%，（翟昕，2010）。

除了合法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国际废物，向我国
进行废物走私倾倒的情况也很严峻。《关于控制危
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是固废管
理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公约，它的两个主要支柱是废
物越境转移的全球控制系统和对废物的环境无害管
理。然而世界上最大的废物输出国——美国，始终
未加入《巴塞尔公约》，不法分子也未停止向发展
中国家非法跨境转移废物的行为。因此，我国面临
着合法进口与非法转移废物的双重压力，每年流入
国内的固体废物数量巨大。如何有效地监管废物进
口全过程，打击非法跨境转移，同时大力提高国内
的废物无害化处理利用能力，确保将入境废物的环
境风险降到最低，是我国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面临
的严峻挑战，也是需要学界深入研究探讨的重要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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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和公众监督。特别是在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上，
因地制宜，选择废物热值较高、技术水平和资金投
入有保障的大中城市有条件地开展。

6.小结

整体来看，中国的城市固体废物的基本现状可
以概括为产生量大、增长迅猛、废物热值低。虽然
过去 20 年中我国固体废物的处理能力和设施建设
有了很大提高，但参照可持续的 ISWM 理念和《21
世纪议程》的要求来看，仍然存在源头减量有名无
实、分类环节薄弱、后端处理能力有限、处理设施
运行规范化尚存质疑、设备运行监管和环境健康风
险监测不足、从业人员工作环境和健康水平缺乏保
障等问题。在法规制定方面，固废管理法规体系不
完整，层次不清晰，未能与 ISWM 五个层级的优
先性排序相契合，各种废物管理方向（推进垃圾焚
烧与促进减量化、资源化）都能从法规中找到依据。
法规制定更像是民意的荟萃和各方力量的平衡，而
实践中则更多的是向现实的妥协。固废管理政策制
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仍不充分，但公民社会的力量在
这一领域已有所体现，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策略逐渐
成熟，与政府良性互动和参与决策的渠道正在逐步
形成。

我国正处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建立可持续
的废物综合管理体系，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需
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将固废管理与中国发展循环
经济的整体目标和“十二五”规划的大局结合起来，
综合考虑固废管理不同层级和处理方式真实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成本，将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更多
地从末端处理转移到前端环节中，将固废处理的环
境与社会成本合理地分摊到生产者和使用者身上，
改变扭曲的成本承担体制，鼓励公众广泛深入地参
与政策制定过程和改变消费习惯，通过对整条产品
链、消费过程和固废管理各个层级的绿色化，真正
实现可持续的废物综合管理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5.政策建议

综合各利益相关群体的观点与看法，回归到可
持续废物综合管理的五个层级，本着务实可行的原
则，本报告提出如下几方面针对中国固废管理的政
策建议： 

5.1 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城市消费水
平、消费结构和废物组分，监测收集垃圾产生、收集、
清运和处理全过程的数据，测算经济成本，设定切
实可行的固废整体减量目标和各地区减量计划。

5.2 协调固废管理各个部门，以循环经济促进
法的原则为指导，选取废物污染严重的行业和有条
件的企业，开展试点，逐步铺开，为最终建立落实
延伸的生产者责任制度做准备；另一方面通过宣传
教育和经济手段引导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提倡适度
消费，推动包装简单和可拆解再利用的产品扩大市
场份额，进而鼓励生产企业采用简化包装和利于减
量的设计及生产工艺。

5.3 吸收现有成功的公私合作模式和“绿房子”
等民间设想，尝试分类按量收费、社区初次脱水等
措施，建立一套基本完善、行之有效的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和分类清运体系。

5.4 保障个体和私营废品回收处理行业从业者
的利益，在企业合法性、用地规划、技术设备和财
税政策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对环保合规性进行监
管，协助实现产业升级和无害化的废物循环利用，
尽可能降低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和从业人员的健康风
险。

5.5 针对我国厨余垃圾占比大的情况，推广堆
肥，引进经济可行性在欧洲得到验证的生物性制沼
法（UNEP，2011）等先进方法，落实相关补贴政策，
健全针对分类垃圾的下游配套处理设施体系，同时
反推前端分类行为。

5.6 公布城市固废产生量、组分与拟建处理设
施的产能规划等相关信息；提高固废末端处理设施
招标、设计和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透明度，加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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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范围内，以可再生能源发展为主线，以
低碳、高效、清洁为目标的能源行业的变革是实现
绿色经济的必要条件。尤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
背景下，中国和其他国家实现能源产业低碳转型是
2012 里约地球峰会上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
能源工业在 1992 − 2011 年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供动力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文结合对不同社会利
益群体的采访，分析了中国能源改革过程中的四个
重要问题：能源决策公众参与不足、能效提高的机
制障碍、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投资过低和电网监管
不力。文章进而提出中国能源行业改革的建议：能
源决策机制透明、公开，使公众可有效参与；以能
效优先，提供相应的政策和定价机制的支持；加大
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投资；打破电网垄断局面，
为智能电网和分布式能源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大事记

1.1994 年 1 月，非发电用煤炭启动市场化定
价改革，电煤价格仍在政府指导下确定。

2.1994 年 12 月，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水
电站正式开工，对中国水电开发产生深远影响。

3.2002 年，中国实施以“厂网分离”内容的
电力行业体制改革，发电资产和电网资产初步分割，
同时中国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成立。

3.10 能源: 清除机制障碍  推动低碳、
高效、清洁的可持续能源变革

4.2004 年夏天，众多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联合
发起 26 度空调节能活动，倡导自愿性的节能行动，
促进了政府在第二年颁布 26 度空调节能规范。

5.200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再生能源法》，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可再
生能源并网发电，并制定了电价管理和费用分摊办
法。

6.2006 年，政府公布“十一五”（2006 − 2010）
节能目标，单位 GDP 能耗水平 2010 年比 2005
年降低 20％。

7.2007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公布
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可再生能源中长期
发展规划》，为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电力到 2020 年
的发展提出具体目标。

8.2008 年 4 月 1 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节约能源法》正式实施。强调在能源领域节约
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

9.2009 年，石油进口依存度首次突破 50％。
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量都排名世界第一。

10.2010 年，国家能源局宣布到 2020 年中国
的水电装机总量将达 3.8 亿千瓦，十年期间每年增
加 1800 万千瓦。

11.2010 年 4 月 1 日，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
法》实施，确定了可再生能源电力全额保障性收购
的制度，并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12.2010 年底，中国成为世界上风电装机最大

文 | 赵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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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累计装机量为 4230 万千瓦。
13.2011 年公布，“十一五”期间单位 GDP

能耗水平降低 19.1%，与 20％的原设定目标相差
0.9%。

14.2011 年，政府公布“十二五”节能目标，
2015 年单位 GDP 能耗水平比 2010 年的水平下降
16％。

15.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1. 综述

能源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寻求社会经
济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绿色经济转型与实现能
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人类社会经济的均
衡发展不再依赖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系统，而是依
靠可再生能源主导的能源系统。过去 20 年，世界
各国在能源系统的“可持续”转型有不同的进展，
本文分析中国 1992-2011 年这 20 年期间在能源发
展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能源工业为快速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支持。 自 1992 年巴西里约第一次可持续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召开以来， 中国的能源工业发生
了巨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3 和 2012)，中国一次能
源生产总量从 1992 年的 10.67 亿吨标准煤增加到
2011 年的 31.8 亿吨标准煤，同期的国内生产总
值 (GDP) 从 2.4 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47.2 万亿元
人民币 。中国一次能源的生产量和消费量 2009 年
跃居世界第一 (IEA, 2011)。 全国电力装机总量从
1995 年的 2.2 亿千瓦增加到 2011 年的 10.56 亿
千瓦，发电量从 1995 年的 1 万亿度增加到 2011
年的 4.69 万亿度（电监委等 , 2002 和 中电联 , 
2012）。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仍以煤炭和石油为主。可再
生能源消费到 2009 年底占一次能源总消费的 9％
（人民日报，2010）。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从
2005 年之后有了快速的发展，尤其以风电的发展
最为突出。 2010 年生产电力 42065.4 亿度（统

计 公 报，2011）， 其 中 来 自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电 力
7645.4 亿度（EIA, 2011），约占 18.2%。

中国持续多年的电力建设使 95％以上的城乡
居民有电供应。“十一五”期间（2006 − 2010）
全国电力装机总量从 2005 年底的 5.1 亿千瓦增加
到 9.6 亿千瓦，五年的电力投资总额超过 30000
亿元。多年来，中国国内城乡民用电价存在差异。
农村民用电价水平高于同一区域的城市居民所支付
的电价水平，这一城乡差异反映出政府和电网企业
过分强调电力输送的经济成本，却忽视电力消费的
社会公平问题。从 2006 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着
力解决城乡电价差异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采
用统一城乡民用电价的政策，农民的电费支出负担
有了适当缓解。

快速发展的能源生产和供应，也为中国的可持
续发展带来众多的挑战和问题。

首先是气候变化问题。以煤炭为主的中国能源
结构呈现明显的重碳化。中国在 2007 年成为世界
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IEA, 2007）。在未
来的 20 年时间内，尽管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
比重会降低，但其作为主要角色的格局难有根本改
变。尽管中国政府设定了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消
费要占到能源总消费 15％的目标，然而众多专家
认为中国碳排放的峰值最早可能出现在 2030 年，
如果中国长时期地占据全球最大碳排放国的位置，
即使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面临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国际压力会持续增加。

其次，由于对煤炭的持续依赖和不断增加的石
油消费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故大量治理因使用
煤炭和石油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成本居高不下。根
据一项多家机构合作完成的报告，中国煤炭利用的
环境和社会外部成本高达 17000 亿元人民币（茅
于轼等，2008），相当于 2006 年中国 GDP 的 7.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使用更清洁能源、
改善空气和饮水质量的要求将会减少煤炭的使用和
增加清洁能源供应 。

第三，中国能源工业过去 20 年取得了长足进
步，特别是在规模的发展上，但中国经济的能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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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仍然居高不下，且不说与发达国家能耗水平的
巨大差距，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能
耗甚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IEA, 2011)。 造成这
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结构中重工业
比重过高。工业企业是中国电力最大的消费者，
2011 年占到总电力消费的 75％。同期，第三产业
占 10.8％，城乡居民用电占 12％，农业用电仅占
到 2.2%( 中电联，2012)。 因此政府在“十一五”
计划中强调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颁布强
制性的降低 GDP 能耗强度的控制目标，并积极推
动以风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取得相
当成效，但单位 GDP 能耗仍然居高不下。

第四，中国已经成为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代表的
可再生能源的全球主要市场，但在可再生能源技术
创新方面仍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2003 − 2006
年，多数中国风机制造企业都是通过许可证授权方
式进入市场，并很快在 2009 年就占有了国内风机
制造业一半以上的份额。然而风机制造领域的关键
技术仍然掌握在丹麦、德国、美国等企业的手中，
中国的自主研发还有待于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或者说绿色经济转型面对的
第五个挑战就是打破电网垄断的改革。居于垄断地
位的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大国有企业对于建设可
再生电力和分布式能源友好型的电网改革缺少动力
和兴趣；代表未来电网发展方向的智能电网也面临
电网服务垄断的阻碍。

总之，中国能源行业在能效提高、市场改革和
低碳技术发展上仍然有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
决关系到能源行业内的一些深层次体制变革；更为
重要的是，能源决策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的状况也
增加了能源政策低效的风险。决策机制、行业改革、
技术创新等问题彼此纠结、影响， 使能源问题成
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
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政府需要有足够的政治眼光
和魄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否则，不仅中国能源的可
持续发展将难以有效推进，而且将严重障碍中国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中国能源改革面临的挑战

逐渐开放的中国能源行业仍然面临很多挑战，
例如能源决策如何使公众有效参与，如何提高能效
以使社会经济和环境共同受益，怎样的政策才能促
进世界水平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如何改革电
网来推动低碳能源的普及和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发展
等，下面来逐一分析这些挑战。

2.1 能源决策的公众参与：有待于深化和实质化
目前，中国能源政策和战略的决策机制并没有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决策者开始注意到公民团
体的意见，并尝试展开交流，听取意见，但决策过
程仍然局限在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首的政府
部门中。作为能源终端消费者的个人和私人企业难
以在能源政策制定过程中有效参与。在电价制定的
问题上，面对政府行政指令主导的做法，普通消费
者没有平等、有效的平台和空间做出回应。

面对中国能源决策的相对封闭，受访的某能
源政策研究机构的专家和一些 NGO 工作人员都表
示，政府和 NGO 在能源政策研究和能源行业发展
评价方面的沟通和交流是有益的，可以增强彼此的
信任，但也都承认公众参与能源决策的机制并没有
建立。由此来看，交流是必要的，但为了交流有
效，应该建立必要的保障机制，而不是使政府与
NGO 及民众的交流变成基于官员指导性的会议。
同时，对于 NGO 在政策上的意见和建议，无论是
反对和赞成，政府方面都应公开回应，并解释回应
背后的理由，从而让这种参与变得公开、透明、有
效、可监督。其他利益相关人也可由此介入讨论，
从而逐渐形成公共平台。在这个公共平台上，不论
是 NGO、私人企业，还是普通消费者，都能在公
开表达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影响决策的有益尝试；决
策者一方也可在倾听中获得有价值的意见，使能源
政策的制定能够符合国情，促进社会公平，有益于
可持续发展。

2012 年 5 月 , 一些省市将就拟推行的居民生
活用电阶梯电价政策进行公开听证会，这是一次民
间参与讨论电价的机会。听证会全程应完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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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上的讨论应基于透明的信息和理性的分析，
在听取正反不同意见的基础上去考量对各方带来影
响最小的方案。一方面令阶梯电价起到控制不合理
电力消费、补贴低收入人群电力消费的作用，另一
方面，通过阶梯电价听证会的方式来促进公众参与
能源决策的影响。为了让政策公正、合理、有效，
政府颁布的任何重大能源决策必须在公众层面进行
认真讨论和充分分析，从而降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损害公众利益影响社会和谐的风险。

2.2 能效提高的途径：增加投资与公众参与
为了提高能效，中国必须提高能效投资的力度

和合理利用价格杠杆，并建立恰当的机制来实现能
源效率的有效和合理定价。因为篇幅有限，本节将
着重讨论能效投资问题 .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减少能源需求、提高环
境质量、提升经济竞争力和保障能源安全（IEA, 
2006）。受访者都认同能效的多重正面效应，但
对中国近十年来能效未升反降的原因有不同的看
法。1980 − 2000 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增长
了 一 倍， 但 GDP 却 增 加 了 五 倍（EIA,2007）。
但 2000 年 以 来， 中 国 的 能 源 消 费 增 长 惊 人，
GDP 能耗强度不降反升。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一
位研究员认为，单位 GDP 能耗强度居高不下的
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中重工业比重在“十五”期
间（2001 − 2005） 的 迅 速 增 长。 但 笔 者 认 为 能
效投资不足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在发电站和
电网建设上的投资远远大于在能效方面的投资。
2000 − 2006 年，每年在发电站和电网上的投资
占能源总投资的比例始终在 70％− 80％之间（Ni, 
2009），以 2006 年为例，电站和电网投资达到
5230 亿元（中电联，2007）。政府在节能方面的
投资占所有能源投资的份额在 1996 年之后大幅下
降，到 2003 年仅占到 4％（Lin, 2007）。

政府在“十一五”计划中设定了 20％的能耗
提升的目标，并在 2008 年实施的《节约能源法》
中强调“节约和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战
略。近两年并出台了一些价格调整的政策来降低快

速增长的能源消费，例如提高工业企业的用电价
格，在城乡居民中推行阶梯电价。政府对能效的重
视程度正在提高，能效投资也开始增加，但相比国
家在新电站和电网建设方面的投资，，能效投资所
占比重仍然很少。2006 − 2011 年，中国每年新增
装机都超过 9000 万千瓦，电源工程建设和电网建
设始终在电力行业的投资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仅
2011 年，二者投资总额分别达到人民币 3712 亿
元和 3682 亿元。相对来说，2006 − 2010 年在控
制单位 GDP 能耗目标的严格约束下，能效五年累
计投资达到新高，总额达人民币 8466 亿元。但在
这部分投资中，用于短期见效的能效项目的投资高
达 95％，用于技术研发、推广、机构能力建设等
可持续节能能力提高项目的投资比例仅占 5％（能
源所和能源研究会，2011）。而这 5％的投资却带
来能效提高的长期效益。在“十二五”能效提高规
划中，中央和地方政府期望投资人民币 3200 亿元
在能效领域，比“十一五”期间增加 113％，从而
满足全社会在 2011 − 2015 年人民币 15200 亿元
的能效投资需求；而且，其中用于能效提高的技术
研发、能力建设的投资比例预计要提高到 15.4％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2）。这是改进中国能效
投资效率的好迹象。如果未来几年的能效投资进展
顺利，根据“十一五”的经验，完成“十二五”16％
的节能任务将会更稳操胜券。

NGO 在促进能效改进中的积极参与也可以发
挥很大作用。26 度空调节能行动就是一个成功的
案例。2004 年和 2005 年夏，多家环境 NGO 合
作连续倡导通过自愿行为将夏季室内空调温度控制
在 26 度或更高。此项行动旨在缓解因夏天增长的
空调电力消费对电力系统造成的巨大压力，倡导对
象以高级宾馆和知名购物商场为主，因为这些场所
夏季室内温度常常低于 20 度，进一步的目标是希
望通过舆论来影响普通市民控制空调温度的标准。
这项行动从北京开始，并通过各地 NGO 的加入，
影响转到全国。该活动旨在通过倡导一种新的行为
习惯来解决季节性电力短缺的问题，并使公众建立
日常生活中的节能习惯。这项活动不仅得到不同利



209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环境和资源 第三部分

益群体的支持，还影响了政府决策——2005 年，
国务院颁布条令，要求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公
共建筑等在夏季空调温度不能低于 26 摄氏度。26
度空调规定随后成为每年夏季政府节能的一项重要
举措，同时也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习惯。这种
通过影响人们使用能源的行为来降低能源消耗的行
动，是 NGO 可以深入发挥作用的领域。

2.3 增加可再生能源技术投资比重
自 2006 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中国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关
键的问题是，当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领先世界
的时候，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却仍然落后于欧美发
达国家。

2005 年以来，中国风电装机平均年增长率为
100％，中国的太阳能光伏行业的产能早已世界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市场。
2009 年以来，中国每年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已经
远远领先世界各国。( 见表 1)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持续增加的投资虽然使中国
成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的大国，但并没有使中国
成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强国。在全球范围内掌
握可再生能源最前沿技术的企业仍然来自欧美发达
国家，特别是德国、丹麦、美国和日本。受访的一
位政府政策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在可再生能源发

展的起步阶段迅速培育市场，待市场逐渐成熟、规
模效应显露时，市场会通过优胜劣汰的机制，使势
力更强的企业占据竞争的优势地位，经过一番洗牌，
市场自然会从先前的重视数量的阶段进入重视品质
的阶段。但笔者认为这种先做大再做强的模式值得
商榷。在中国，企业经营受监管和政策的影响非常
大，中国能源市场的自由竞争度还相当有限，市场
自身的调节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当政策导向主要集
中于规模增长、速度推进时，企业将满足于投资带
来的短期效益，而忽视那些能带来长期效益的技术
研发和创新，企业不愿“放长线钓大鱼”，更乐于
做“立竿见影”的项目。当激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出
台时，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又显现出来，
毕竟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行业或者一家企业，
创新能力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耐心培育方能
结出成果，而这个时期常常需要几十年。因为创新
能力从本质上是与一个社会倡导创新性思维方式的
教育体系密切相关的。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中对教育
投入的绝对数量的增加的确可观，但对创新能力的
培育却有待提高。

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投资中对技术创
新领域投入不足是造成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创新活
力低、掌握全球可再生能源前沿技术少等现状的
重要原因之一。据 UNEP 和 BNEF(2011) 反映，中
国 2010 年 489 亿美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大部分都

资料来源 : UNEP and BNEF, 2011

2007 2008 2009 2010

北美 29.4 32.3 19.7 30.1

欧洲 46.6 47.6 45 35.2

中国 14.2 23.9 38.3 48.9

印度 5.1 4.1 3 3.8

巴西 6.4 13.2 7.3 6.9

表 1：可再生能源各主要投资国和地区的投资情况（单位：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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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了项目融资方面，而用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
的投资仅有 1.3 亿美元，且主要来源于企业投入；
同期美国和欧洲用于可再生能源研发的投资分别
为 15 亿美元和 20 亿美元，而美国和欧洲 2010 年
的可再生能源总投资额分别是大约 300 亿美元和
352 亿美元。

活跃的技术创新活动需要政府确保公平、
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使私人资本和国外资
本享受同国有资本同等的竞争环境和条件，在
政府提供的一揽子财政、金融激励政策中，加
大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投资的力度，使私人
资本、国外资本和国有资本在技术创新投资上
享受类似的政策优惠，通过竞争来提升技术创
新投资的效益和质量。中国在创造这样的政策
环境方面仍然有待提高。例如在风电领域，外
资风机制造商 2007 － 2010 年在中国的市场份
额 从 42 ％（Windpower Intelligence, 2011) 
锐减到 14.5％ (UNEP and BNEF, 2011）。对
于这一市场份额变化的解读有两种相对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风机制造商的技术实力
实现了跨越，可以制造出质量与外资品牌风机
不相上下、价格又明显低于对方的所谓“物美
价廉”的、有市场竞争力的风机；第二种意见
认为，中国品牌在市场竞争中很快取得优势主
要是因为政府有倾向性地支持国内风机企业的
各种优惠政策，如风机国产化比例、财政补贴、
税收减免等；其次风电开发市场基本被国有大
中型发电企业把控，缺少多样化主体，特别是
缺少外资开发企业的竞争，国内开发商更重视
风机的成本，而对风机全生命周期的产出影响
最突出的风机质量这一因素重视程度较低，在
风机选择上比较倾向于有价格优势的国内品牌。
另一种意见还认为外资品牌的风机在质量上还
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比如在低电压穿越技
术和可利用率等指标上。目前中国风机制造商
正在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也获得了不少海外订
单，但是要使中国品牌的风机在欧洲、北美风
电市场有较强的竞争力，还要付出辛苦努力。

2.4 电网改革：将智能电网的发展放在重要位置
中国电网改革是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突破

口，中国电网的改革应以以下内容为目标：以用户
端需求为导向的智能电网的更好发展，更高的可再
生能源渗透率，分布式能源的更广泛应用和获取更
大能效效益。

在制约中国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的众多因素
中，电力行业的垄断，特别是输配电环节的寡头垄
断，是目前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打破电力行业垄断
的国际经验证明，一个开放的、有竞争的能源市场
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多重利益：成本节约、效率提高
和降低电力生产及传输过程中对社会和环境的负面
影响。在电网这种自然垄断的行业，必须加大监管
的透明度和力度，严格控制电网企业的利润水平，
透过有公众监督的行政监管来提高电网企业运营的
效率，并以全社会的利益为出发点，为分布式能源
系统和可再生电力并网开辟通道，彻底解放现有电
网管理机制对能效技术应用、能源服务创新和开放、
互动及环境友好的智能电网发展的束缚。

不断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电网的开放性、灵活
性、互动性和友好接入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世
界各国正在开发、试验和示范能满足未来的智能电
网系统。因为智能电网是一个包括信息与传播技术
以及发电、输配电和终端用户技术在内的集成系统，
智能电网给电力系统中的每一个角色提供了灵活、
自由的选择。例如，各种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和储
能系统可以和电网无缝联接，电力输配可以对用电
端和发电端的变化做出及时响应，系统安全性大大
提高；用电端可以管理自己的使用习惯，并选择经
济上最有效的能源服务。由于智能电网的发展仍处
于初期阶段，全球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北美、欧
洲、中国和印度都在探索适合各自特点的智能电网
模式。欧美国家强调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的分布式服
务模式，中国和印度强调以大容量、远距离安全传
输为重点的模式。显然前一种模式更符合开放、互
动和环境友好的未来智能电网模式。

当中国在特高压输电线路建设上取得巨大成果
時，欧美在未来智能电网技术标准设计中已领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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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标准的制定是掌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的重要
一步。2009 年 6 月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依
据美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的报告 (EPRI, 2009) 公布了
关于智能电网交互运行能力的技术路线图，为了使
智能电网的技术标准有较高的兼容性，路线图中
80％的技术标准都采用了现有的技术标准。

中国在智能电网模式设定的国际交流中未占先
机。但中国可以在国内培育一个有利于智能电网发
展的政策和监管框架，从一开始就应强调市场的规
范和自由竞争。根据 RAP(2009)，利于智能电网
发展的政策选择包括：极端重视能效，为能效项目
提供合适的价格信号；重视分布式能源发展；重新
思考并网和能源定价政策来应对长期的气候和能源
挑战，即提供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环境；采用
可再生能源发展配额制。显然，中国在可再生能源
电力并网、分布式能源发展和能效等方面都面临政
策不到位的情况，从而导致每年数以千亿计的能源
电力投资流向大容量电网传输设施和新电厂建设，
而上述几个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2010 年 489 亿
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额中，仅有 9 亿美元用于
小型分布式电力项目 (UNEP and BNEF, 2011)。

中国将长期气候变化和环境影响纳入能源定价
的思路仍然没有落实。目前在经历风电装机五年的
迅猛发展之后，可再生能源的并网问题再一次将电
网的垄断对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突出出
来。回避电网行业改革，仅通过行政命令来要求电
网企业和省级地方政府必须收购一定比例的可再生
能源电力，也许会有一些短期的效益，但难以从长
远和根本上解决这一障碍。在谈到电网改革的问题
时，受访的政府研究机构的专家、NGO 项目官员
都认为提高对电网企业的监管力度是必要之举，电
网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而且需要站在全局利益和
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进行。

2.5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能源变革——以国内改革为
前提，承担国际能源低碳转型的责任

随着全球经济日益融合，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
化举措继续深入，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绿色经济意愿

的不断加强， 中国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
系统势在必行。在此过程中，中国除了要面对工业
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能源需求日益增长的国内问
题，也在面临着各种国际挑战，例如能源资源贸易
安全、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给当地社会带来的社会经
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国际技术转移等等。

中国能源行业未来会愈加融入国际市场，特别
是在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能源技术转移需求
增强，中国对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力加大的情况
下。同时，无论中国是在 2030 年还是在 2040 年
达到总碳排放量的峰值，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的压力都会逐渐增大。作为全球最大的
一次能源消费国，中国在很大的比例上承担着全球
能源变革的责任。2006 － 2010 年中国在能耗降
低方面已经做出努力，并为未来五年已经设定了新
的 GDP 能耗强度减少目标。但如果要在 30 － 40
年内实现一个低碳、高效和清洁的能源系统，中国
在可持续能源变革的道路上仍须做出更为积极和有
效的行动，在国内清除包括在决策层面和电网改革
领域内的各种关键障碍，在国际上加强能源技术合
作和政策交流，唯此，中国将有望成为通过能源系
统改革来推进绿色经济转型的全球决定力量之一；
否则， 不仅中国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可能成为空谈，
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的蓝图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3. 政策建议

能源虽然是国民经济体系中最为复杂的一个行
业，但在理性分析和公开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政策
改革方案，仍然可以为其提供一个能够平衡各方利
益和降低或规避各种风险的改革路线图。从政府的
角度来说，公正监管、透明行政是目标；对企业而
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平衡社会和环境的影
响，并着眼于长远的技术创新；对于 NGO，可持
续发展和长远的环境和社会利益当是决定行动纲领
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应积极寻求在目前社会体制下
参与决策的最大的可能性。

基于前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提供有效的机制使公众能够参与能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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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制定，使能源决策公开、透明；
（2）改变能源投资思路，提供财政激励，明

确价格信号，扫除障碍，实现能效最大化；
（3）在能源定价中，将不同能源利用的外部

成本内部化， 使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相比在成
本上有竞争力；

（4）通过建立有效的财政支持和融资机制，
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激发可再生能源领
域的技术创新；

（5）改革电网，来建设一个开放、互动和环
境友好的电网系统，从而为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
分布式能源系统和能效的发展铺平道路。

4. 小结

本文在简要回顾中国能源行业 20 年发展所取
得的成绩后，选择能源决策的公众参与、能效、可

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和电网改革等四个问题，来讨论
实现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政策路径。这
些政策的选择必定是艰难的，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
走向可持续发展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所有被访谈人都肯定了中国自 1992 年里约地球
峰会以来中国能源的可喜发展，同时也对目前面临
的挑战表示了担忧。笔者认为，中国 20 年的能源发
展成就突出，令人振奋，但是从长远的制度建设的
角度来看，中国的能源行业距离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不是拉近了，而是愈行愈远，因为在有利于能源行
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安排上，中国欠账太多。展望
下一个 20 年，如果中国在打破电网市场垄断、改善
市场环境、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提供政策激励、
发挥能效潜力和民主透明决策等方面积极有为，中
国的发展将给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推动和帮助，
否则，我们将会面临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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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财政政策和绿色金融是中国减排目标实现和低
碳、绿色经济转型的有力支持。文章对中国近二十
年来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金战略进行了回顾，
其中包括环境税和补贴、排污收费、绿色政府采购、
环境财政投资性支出、资源能源产品定价、绿色金
融政策的实施、资本市场融资、“走出去”投资战
略以及碳市场的构建等。综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观
点，文章也对能源价格及补贴的透明度、碳市场建
立及碳税征收、增强绿色信贷的信息披露、以及拓
宽低碳新兴产业中的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等
问题提出了建议。文章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
与日俱增，国家在寻求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也应秉承世界公民的责任，在对外贸易与投资中，
减少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实现与各国、企业以及民
间社会在全球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大事记：

1.1992 年 9 月，国家环境保护局、物价局、
财政部和国务院经贸办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征收工
业燃煤二氧化硫排污费试点工作的通知》, 尝试运
用排污收费应对二氧化硫污染和酸雨问题。次年，
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征收污水排污费
的通知》，在排污收费中首次体现了总量控制的思
想。

2.1994 年，中国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等
一系列财税改革，开始比较主动地将税收用于和资
源环境相关的消费的调节工作。

4.1 绿色财政和可持续金融

文 | 白韫 | 雯李霄

3.1995 年 2 月，人民银行下发《关于贯彻信
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
求各级金融部门在信贷工作中要重视自然资源和环
境的保护。

4.2002 年 1 月，国务院通过《排污费征收使
用管理条例》，并于 200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这
是对中国排污收费实践的一次总结，是中国排污管
理的一大进步。

5.2006 年 10 月，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
印发《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
开始逐步推广政府绿色采购制度。

6.2007 年 7 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人民银行、
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
风险的意见》，要求金融机构严格贷 款审批、发
放和监督管理。

7.2008 年 2 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保监会联
合下发《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正
式确立了中国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框
架；12 月，全国首例环境污染责任险在湖南获赔。

8.2008 年 2 月，原国家环保总局、证监会联
合下发《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的指导意见》，对上市公司建立环境核查制度，利
用环境绩效评估及环境信息披露，加强对公司上市
后经营行为监管。8 月，六家民间环保组织致信国
家环保部建议谨慎处理并考虑暂缓批准金东纸业上
市环保核查。

9.2008 年 8 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成立，
成为全国首家环境能源交易机构。同日，北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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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也成立。
10.2008 年 10 月，兴业银行承诺采纳赤道原

则，成为中国首家采纳赤道原则的银行。
11.2009 年 1 月 1 日，成品油税费改革开始实

施，提高了价内征收的成品油消费税，使其定价更
能反映市场供求规律和对环境的影响。

12.2009 年 5 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开始组
织开展“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采取财政补贴方式，
加快高效节能产品的推广。

13.2009 年，国家推出了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
惠政策，购买排量在 1.6 升以下的轿车，可按 5%
的优惠税率缴纳车辆购置税，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
环保汽车。

14.2009 年 12 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
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支持重点产业
调整振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 
提出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
项目的金融支持，支持发展低碳经济。

15.2010 年 7 月，11 家环保组织就紫金矿业
涉嫌故意延迟污染事件，呼吁沪港两交易所完善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16.2012 年 2 月，银监会出台《绿色信贷指引》，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效开展绿色信贷、大力促进节
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

1． 综述

财政和金融是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对优化资
源配置、支持经济改革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20 年来，中国的财
力不断增强，国家财政收入从 1992 年的 3483.37
亿 元 增 加 到 2011 年 的 103740 亿 元， 国 家 财 政
支出从 1992 年的 3742.20 亿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108930 亿元，分别增长了 29.8 和 29.1 倍（国家
统计局，2011；新华社，2012）。国家的财税体
系日益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
系不断理顺。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大幅增加，
业务规模明显扩大，初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
等功能比较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中国的财政和金

融体制改革、财政和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成为推动
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
的同时，愈加严峻的资源能源约束，频繁发生的环
境污染及气候灾害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也不断凸
显，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面临着巨大挑战。这
些都向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支持与调节作用的财政
与金融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财政和金融活动应当
为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提供更
加有力的支持。

20 年来，中国的财政和金融在推动可持续发
展上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与环境相关的税收和
补贴、排污收费、绿色政府采购、环境财政投资性
支出等财政工具不断完善。金融业也加快了转型和
创新的进程，从为低碳产业发展提供资金，到为技
术创新给予有效激励，绿色信贷在这几年快速地发
展。伴随排放权市场的建立和试点，金融机构也逐
步涉足碳金融、低碳技术开发等领域。但是，相较
于应对严峻环境问题的迫切性，以及世界先进国家
较为完善的绿色财政金融实践相对照，目前中国的
财政和金融体系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仍存在诸多
不足。

1.1 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
在财税政策和调整资源能源产品定价方面，

1994 年中国的财税改革比较主动地将税收用于对
资源环境有关消费的调节工作，例如，在增值税中
设置对纳税人销售或进口石油液化气、天然气等
相对清洁能源实行 13% 的低档税率，对废旧物资
回收的经营单位在销售其收购的废旧物资时实行免
税，对资源环境相关的消费品征收消费税等（梁云
凤，2010）。自 2003 年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中国的环境财政政策进
入新一轮的发展阶段。2004 年起，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多次调整了出口退税率，适时取消和降低
部分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对部分不鼓励出口的原材料等产品加征出口关税，
降低部分资源性产品进口关税。2006 年又对消费
税的税目和税率进行了 1994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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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调整，适当扩大了征税范围，以强化对资源能
源节约和环保的力度（梁云凤，2010）。2009 年始，
酝酿多年的燃油税费改革终于取得突破，燃油税开
征。虽然中国的财税政策和资源能源产品定价机制
呈不断完善的趋势，但改革步伐还有待加快，力度
有待加强。总的来说，成品油等资源能源产品的价
格形成机制仍保有一定的计划经济特色，国家出于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保证出口产品价格优势以及抑
制通货膨胀等考虑，在资源能源产品定价上一直保
持谨慎的态度。资源能源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
环境的影响仍未能通过相应的税收设计反映在其销
售价格上，对资源能源产品的补贴扭曲了市场信号，
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节约利用。资源能源产品
成本偏低，使企业增长粗放，削弱了其节能减排、
追求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的动力。常规化石燃料相
对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优势仍十分明显，使得可再生
能源的推广缺乏经济激励。

在过去 20 年来排污收费制度方面，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关于排污收费的政策法规，从 1992 年的
《关于开展征收工业燃煤二氧化硫排污费试点工作
的通知》，到 2002 年颁布出台的《排污费征收使
用管理条例》，排污收费的实践也从一些试点项目
发展到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三个领
域全面铺开。排污收费制度的完善对减少 SO2、
COD、BOD 等污染物排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使“污
染者付费原则”在中国逐步确立，成为企业防控污
染的行为准则，并且为排污权交易的发展打下了制
度基础。但是，目前的排污收费制度尚存在一些问
题，比如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偏低，不能弥补污
染治理成本，不利于污染物的治理和减排，也形成
企业排污成本低于治污成本，不利于调动企业污染
防治的积极性的态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再如，企业偷排污染物现象还时常发生，
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对 GDP 和财政收入增长的追求
而对一些身为纳税大户的污染企业有所庇护。因此，
对企业排污的监控还需加强，排污费征收和执法力
度需要强化。

在生态补偿的实践上 , 中国也进行了一系列探

索和试点，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措施：1994 年原
国家环保总局发出《关于确定国家环保局生态环境
补偿费试点的通知》；2002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十五”计划》要求遵循“谁使用谁付费”的原
则并进行试点实践，探索建立以资源开发补偿、流
域补偿、遗传资源惠益共享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
补偿机制；2011 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用专门的
章节强调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出加大对重点生
态功能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研究设立国家生
态补偿专项资金，鼓励、引导和探索实施下游地区
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生态受益地区
对生态保护地区的生态补偿，努力探索市场化生态
补偿机制（新华社，2011）。财政转移支付仍是
目前中国实施生态补偿的最主要途径，财政转移支
付资金数额巨大，奠定了生态补偿雄厚的资金基础。
从 2001 年起，国家财政拿出 10 亿元在 11 个省进
行试点，还拿出 300 亿元用于公益林建设、天然
林保护、退耕还林补偿、防沙治沙工程等等。截止
2007 年末，西部地区收到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
金高达 6000 亿元，中央完成天然林保护、三北防
护林、退耕还林（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工
程投资约 1207.23 亿元（彭彦彦，2011）。生态
补偿工作在中国潜力巨大，但对用于生态补偿的财
政资金的使用应加强监督和监管，提高透明度，严
防腐败问题滋生。

近年来，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也开始在中国推广。
2006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环境
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和首批《环境标志产
品政府采购清单》，并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
实施。截至 2012 年 1 月，国家已对“绿色采购清单”
进行了九次调整，最新公布了《关于调整公布第九
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通知》。据统计，
2007 年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两类产品总额达 164 亿
元，占同类产品采购的 84.5％（邹声文，2008）。
中国的绿色政府采购工作刚刚起步，整个社会对环
境标志产品的了解和重视比较薄弱，企业开发环境
友好型产品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绿色采购的产品
标准制定和采购程序的透明度也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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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绿色金融产生与发展
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低碳经济转型必须依托金融

支持。2007 年，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环境金融政策以调节资源配置。其中绿色信
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三项绿色金融新政的推出，
对推动绿色金融以及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
小觑。此外，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碳金融业务
也开始在中国起步，重要性日益显著。

绿色信贷政策从 1995 年提出至今取得了阶段
性的长足发展。特别是 2007 年，由原国家环保总
局、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环保
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作为快速发展阶
段的起点，其特征是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紧密合作
推进绿色信贷政策，要求金融机构严格贷款审批、
发放和监督管理，对在环境上严重违法的项目不得
新增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经过几年发展，绿色信
贷政策的内涵逐步完善，形成三个核心：防范环境
和社会风险；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以及关注自身
环境和社会表现。银行在落实绿色信贷上采取的措
施各有侧重，大多数银行对节能环保、低碳循环产
业重点给予了信贷支持。截至 2011 年末，仅国家
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
银行和交通银行等 6 家银行贷款余额已逾 1.9 万亿
元 ( 银监会，2012）。部分银行也相继制定了信
贷环境风险控制的管理体系和办法。譬如：在授信
审批中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对“两高”企业
实行名单管理，将环境因素落实到贷前、贷中和贷
后管理的各个环节。一些银行还积极探索碳金融，
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挖掘低碳增长中的商机，开展清
洁发展机制（CDM）等项目咨询中介服务，推出
基于碳交易的理财产品等，例如，兴业银行早在
2006年就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推出能效融资项目，
2011 年又为兴源水力发电公司的小水电项目提供
碳资产质押授信业务。然而，绿色信贷的执行过程
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为寻求经济发展，地方政府
为环境违法的纳税大户企业提供风险担保，使其顺
利获得银行贷款，地方保护仍是阻碍政策有效落实
的一大阻力；各级商业银行落实绿色信贷多是出于

政策要求、社会责任考虑，无法通过市场运作充分
调动积极性；在具体信贷审批层面，也缺乏熟悉环
境风险评估的专业人员。

除银行贷款外，上市也是企业融资的另一个重
要途径。随着证券市场不断规范和发展，国家鼓励
企业进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支持环
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上市募资。近几年，与循环
经济、低碳相关的企业在境内外上市的数量逐年增
多，以清洁技术行业为例，即使在国际经济面临下
行风险的大环境下，清洁技术企业在境内上市的融
资总额也由 2010 年的 26 亿美元增加到 2011 年
的 36.7 亿美元，行业融资总额由第七上升到第四
位（清科研究中心，2011&2012）。中国首个低
碳指数在 2010 年被推出，指数覆盖清洁能源发电、
能源转换及存储、清洁生产及消费、废物处理等行
业，它的推出有利于支持低碳领域上市企业的长远
发展。与此同时，国家在规范上市公司的环保监管
上也有所行动。2008 年，环保部和证监会联合出
台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将环保核查作为公司申请首次上市或
再融资的强制性要求，利用环境绩效评估及环境信
息披露，加强对公司上市后经营行为的监管。但就
在“绿色证券”出台的第二年，紫金矿业的紫金山
金铜矿湿法厂污水池泄露污染发生延后 9 天才向
外界公布消息的行为，再次使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
露的规范问题成为焦点，这也暴露出绿色证券政策
存在的问题，并亟需完善。此外，如何引导和鼓励
投资者加强对环境信息的重视，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与银行信贷和企业上市环保核查一同被推动
“绿色化”的还有保险业，目前中国的“绿色保险”
主要是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其实践大致分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部分城市推
出了环境污染责任险产品，但由于市场成效不理想，
相关保险产品到 90 年代中期就退出了市场。第二
阶段以 2008 年由环保部与保监会联合发布的《关
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为标志，同
年 12 月，全国首例环境污染责任险在湖南获赔。
政府监管部门也逐步在更多省市和行业展开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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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立起全国环境污染数据库。近两年，渤海湾
漏油、云南曲靖铬渣非法倾倒等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的频发，更是将环境污染责任险从幕后推到前台。
但是，由于政府尚未出台要求强制性投保环境污染
责任险的法律法规，多数企业投保意愿不强，现阶
段还是以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运作方式进行。现运作
的“绿色保险”也存在涉及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不明
确、保险产品定价和损害赔偿标准缺乏等诸多问题。
与其他绿色金融新政相比，中国目前的“绿色保险”
仍缺乏市场需求，推进相对缓慢。除了环境污染责
任险外，支持清洁能源等低碳产业技术研发和应用
的商业保险产品正在探索并有初步实践，以分散低
碳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自然灾害、政策变化等不
确定的风险，使绿色保险业跟上可再生能源行业发
展的步伐。

2．对绿色金融的多元视角分析

政策支持是鼓励和推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
重要因素。中国在过去 20 年中出台并实施的绿色
财政和金融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体上
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法律保障体系、市场机制还
不完善和健全。这就需要放宽视野，从长远的观点
理解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增加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并接受公众的监督。在现阶段政策制定、实施以及
金融改革过程中，多元声音的讨论、质疑和采纳是
不可或缺的。

2.1 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刺激计划
2007 年以来 ,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

融危机和当前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深
远，此次全球性经济放缓也促使各国反思其发展模
式，检讨现有的经济、金融体系的弊病。长期以来，
在原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出口对中国
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然而，国际金融危
机导致外需萎缩，加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有低
价竞争优势的中国产品出口受到冲击，无疑使中国
在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更加显露，使中国经济发展
的持续性和健康性受到巨大挑战。为应对全球金融

危机的冲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计划和举措，将“转
方式、调结构”作为重要目标，其中包括在 2008
年 11 月启动的规模达四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
计划。该计划以公共投资为主，有 2100 亿元用于
节能、新能源和环境生态工程建设，占总金额的
5.25％（巨群，2009）。国家资金的投入有效地
撬动了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低碳与创新领域，长远
来说将获得节能和碳减排效益，对经济结构的调整
产生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投资仍着重于
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对建筑、钢铁、水泥等高耗能
的传统行业刺激明显，导致盲目扩张、重复建设等
现象出现，短期内对碳减排的压力有增无减。

凭借政府的刺激性资金的投资，以及包括企业
出口退税等财税优惠，新能源产业也得以迅猛发展
和扩张，一些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比如风电设备、
多晶硅等行业出现投资相对过热的征兆。以光伏行
业为例，国内光伏产业快速发展，但内需不足，中
国生产与加工的光伏产品约九成出口国外，所以当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不足时，生产与消费严重失
衡，产能愈加过剩。国务院 38 号文件（2009）在
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中也指出国内多晶硅存在
产能过剩的情况。另外，国内大多的多晶硅生产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无法
实现清洁生产，背离了发展新能源行业的初衷。与
发达国家补贴的重点在消费端以推动市场应用不
同，中国新能源补贴覆盖了整个产业链，无法扩大
国内需求，也没能提升核心技术。针对这一问题，
有专家建议：应逐渐减少或是取消多晶硅产品的出
口优惠，实行贷款倾斜和财政补贴以鼓励投资大型
光伏电站；在消费环节上，对居民使用屋顶太阳能
装置进行补贴；此外，也要加大新能源产业的科
研投入，对以低碳、创新技术为主的企业给予财
税激励，形成自主研发能力（世界自然基金会，
2010）。针对不同行业在补贴资金使用上的监督
以及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还需要完善，此次四万亿
财政刺激方案的长期效果仍有待观察。中国的低碳
化发展是与工业化进程同时进行的，这既是对国家
经济发展的挑战，也是中国跨入新的低碳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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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时机。政府要引导社会投资流向有利于可持
续发展和真正缺乏财政支持的领域，如大力支持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能效改造和技术研发，填补低碳增
长的“短板”。 

2.2 绿色经济呼唤金融体制改革
以往利用金融杠杆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使世界

陷入环境和资源的困境，在经历了诸多并发的危机
和市场失灵后，“绿色经济”被认为是旨在推动全
球范围经济发展方式革命性转变的一种全新的经济
模式。它也被列为 2012 年“里约 +20”地球峰会
的主题，在各国可持续发展范畴内被频繁提及和讨
论，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发
展趋势。回顾中国 20 年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
结构性问题，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迫使国家
必须改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走绿色经济之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利用金融的杠杆作用与资
源配置功能来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可直接影响一个
国家的绿色经济进程和实施成效。中国金融业发展
现状决定了国家目前在绿色金融上的推动还处于起
步阶段，自身发展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障碍，绿色、
低碳经济的发展也面临获取可持续资金和技术支持
的挑战，这些都客观上要求改革现有的金融体制。

消除阻碍绿色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推动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改革正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
题。现阶段，中国社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
银行更愿意把资金贷给拥有政府隐形担保的大型国
有企业，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后果就是造成大部
分中小企业融资难，包括缺乏融资渠道、贷款利率
高、缺乏固定资产抵押和有效信用担保等问题。具
体表现为：国家收紧银根使银行信贷收缩，中小企
业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而纷纷涌向民间借
贷市场，进而推高民间利率，加大了企业的债务负
担和经营风险。对于低碳产业链上的绿色中小企业，
他们自身管理水平欠缺，在技术创新上有一定风险，
再加上风险投资、股权融资等渠道不通畅，增加了
其融资的难度。另一方面，那些生产工艺和装备较
为落后的民营企业，他们是工业能耗和污染的主要

来源之一，而缺乏再融资进行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
利用的金融支持，这就使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国家制
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差距明显。2011 年国家发改委
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
投资，但是更多具体的政府扶持，如为中小企业提
供信用担保、税收优惠等多样化政策引导，还亟待
出台，并进而引导民间资本真正参与，增加金融管
理的透明度，构建多层次的信贷金融体系。

对于作为主导金融体系的银行，将控制污染、
节能减排等因素融入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和主营业务
的决策中，会有效地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绿色信贷”
政策的初衷着眼于控制资金流向，即银行在授信时
要进行环境风险评估，用金融工具卡住污染企业的
金融命脉。但在实施过程中，银行更多地偏向于从
积极支持环境友好的贷款这一角度去解读，而忽视
了控制贷款流向“两高”的政策目的。从各行年报
的信息来看，银行表示会在清洁能源开发、节能减
排技术改造、污水治理、废物循环利用以及 CDM
等项目上给予信贷支持。在抑制贷款流向方面，信
息披露却是少而模糊的。一份由中国民间组织绿色
流域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环境的记录》就指出（于
晓刚，2011）：各银行在绿色信贷信息披露上仍
处于自愿状态，分类标准和统计口径上不统一，披
露内容比较笼统。特别是对“两高”行业范围的界
定参差不齐，无法确定银行投向领域。此外，国内
银行对贷款的“绿色”界定也值得再讨论，比如，
国际上对有争议的核电、大水电等项目是不会纳入
绿色信贷范畴的。商业银行落实政策过程也有难言
之隐，由于目前“绿色信贷”为指导性规范，主要
依靠银行内部控制机制来自发推动，这就造成绿色
信贷“各成一家”的局面。商业银行要逐利，自然
很难割舍大项目，导致结果就是哪家落实绿色信贷
政策越彻底，客户资源就丢失越快。如欲改变这种
局面，商业银行要对现有盈利模式有一个突破，除
了靠存贷款利差盈利外，银行业务结构也需要调
整，应引导和鼓励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并开拓新兴的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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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银监会近期发布《绿色信贷指
引》，指引要求明确银行高层管理人员和管理部门
在绿色信贷上的工作职责，理清管理责任，并加强
授信流程中的社会与环境风险管理，完善内控管理
以及信息披露等。与 2007 年的“绿色信贷”政策
相比，此次下发的指引为银行开展绿色信贷进一步
指明方向，并帮助银行逐步建立起实施绿色信贷的
政策体系。由于指引刚刚出台，落实效果还需继续
跟踪和了解。考虑到国有商业银行的重要性和特殊
性，绿色信贷在现有市场机制下很难发挥其金融杠
杆的作用。因此有专家建议，政府在执行层面要加
强行政监管，完善配套规章制度对银行加以约束，
落实绿色信贷问责制并纳入绩效考核；也可以考虑
将绿色信贷政策进一步法律化，制定促进绿色金融
发展的法律法规，增强绿色信贷的法律强制执行力。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应完全发挥银行的金融
杠杆作用，放宽对于商业银行绿色贷款利率的浮动
范围，银行只有根据各地方环保和经济政策设计信
贷浮动利率的绿色产品，才能有动力推动绿色信贷。
然而，无论是更多依赖行政约束的手段，还是借助
市场的价格、利率的自我调节机制，都需要再摸索
与实践，达到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可
持续发展的目的。

2.3 民间力量撬动绿色金融
随着绿色新政推出， NGO 的参与开始有所突

破，从传统定位在宣传与倡导的角色，逐步尝试利
用金融杠杆切入环境问题，推动绿色金融，发挥社
会监督者的作用。早在 2001 年，重庆绿色志愿者
联合会致函工商银行，呼吁不要对破坏生态环境的
金佛山索道项目给予贷款。近些年，民间联合行
动更加深入：2008 年六家环保组织联合致信环保
部，建议谨慎处理并考虑暂缓批准金东纸业上市环
保核查。2010 年 11 家环保组织就紫金矿业涉嫌
故意延迟污染事件呼吁沪、港交易所完善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制度。在绿色信贷方面，九家中国 NGO
与《经济观察报》，在 2009 年共同发起中国首个
“绿色银行创新奖”评选，奖项由民间团体独立评

选，是国内民间团体与金融机构、媒体多方合作的
一次有益尝试。同年，民间组织绿色流域发布《中
国银行业环境记录 NGO 版》，从环保 NGO 的角
度记录了中资上市商业银行的环境和社会责任履行
情况，对推动银行参与环境保护具有开拓性的意
义。2011 年云南曲靖铬渣非法倾倒事件曝光，环
保 NGO 向上市银行发出公开信，询问其是否与污
染事件的企业有信贷关系，向银行问责并对监管部
门提出信息公开的申请。

回顾以上民间参与事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本
土 NGO 作为第三极力量，以独立客观的视角审视
与监督金融机构的表现，这无疑成为以政府为主
导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有力补充。利用金融杠杆推
动环境保护，也是中国民间组织多元化发展的一
个尝试。然而，从这些污染事件处理的过程中也
看到，环境违规项目背后的金融机构最终多是毫
发无损。这一结果，除了中国民间社会力量薄弱
的大环境外，还源于中国在信息保密制度上的束缚 ,
以及支持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不健全。NGO 在了
解银行绿色信贷实施情况过程中，经常吃闭门羹，
深感信息披露之难。即使出现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时，银行会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向关联污染企业贷款的信息，使得向银行问责举
步维艰。此外，NGO 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向监管部门申请披露银行在污染项目中的角色，
也会因受地方保护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
使问责困难重重。民间推动绿色金融，除来自外
界的阻力外，NGO 现阶段自身能力的不足也是一
个问题。例如，绿色金融工作要求民间 NGO 具
备很强的专业性和创造力 , 包括要熟悉国内外金融
政策、环境标准，了解公众参与机制；需要与政
策制定和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展开对话和合作；
构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推动国际准则本土化等。
这些都要求本土 NGO 能够打破成规、勇于创新，
与企业既有跨界合作又有监督。此外，对 NGO
从业者的专业性也有更高的要求，但客观情况是，
本土 NGO 资金不足往往不能留住或聘请该领域人
才，成为民间组织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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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海外投资
自 2000 年“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对

外投资迅速增长。2002 年至 2009 年，中国对外
投资年均增长速度在 54% 左右。即使在 2009 年
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直接投资下降，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仍逆势增长 14%，2010 年继续增长 36%。至
2011 年底，中国在全球 178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1.8 万家，仅 2011 年一年，投
资金额已达 600.7 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排第一。
（中国经营网，2011；中新网，2012）。“走出
去”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被列为
“十二五”期间央企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

作为海外投资的“先行产业”，中国金融业“走
出去”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重要融资支柱，使
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接轨。2009、2010 的两年间，
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
近 1100 亿美元的贷款，数额超过同期世界银行在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下所做出 1003 亿美元的贷款承
诺（FinancialTime，2011）。除利用自有资本对
外投资外，近一半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来自
银行贷款（中国贸促会，2010），因而，为顺应
企业 金融服务需求，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也纷纷
拓展海外市场。但中资银行在践行可持续金融方面，
却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特别是在采纳国际准则和
标准上，中资银行显得并不积极。以国际应用最广
泛、用于管理项目融资中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赤道
原则”为例，全球有 70 多家金融机构采纳了该自
愿性行业基准，而中国只有兴业银行唯一的一家赤
道银行。中国加入碳披露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
融倡议组织的银行也屈指可数 (Bai,2011)。由于没
有按照国际准则和惯例办事，中资银行“走出去”
的风险逐渐凸显，一些对当地社区和环境产生影响
的项目遭遇来自国际公民社会的阻击，企业遭受经
济和声誉的双重损失。事实上，国际民间团体监督
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并督促企业采纳高标准规范由来
已久，所以不能把公民社会的批评简单看成是国际
竞争对手针对中国设定的“新贸易壁垒”，“严于
律己”才是最好的应对策略。为规避风险减少损失，

中国企业需要制定在全球运营的社会责任战略，将
环境和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中；“走出
去”的企业应重视对投资地区的尽职调查，全面了
解和理解当地社会、文化、法律等环境，重视利益
相关方的意见，不能习惯性地把当地政府作为唯一
公关重点，而忽视社区居民的重要性；要积极采纳
并参与制定国际行业的最佳标准和准则，提高中国
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与在社会责任领域的国际话语
权。

我们看到海外投资对中国经济日益深远的国际
影响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中国在其他国家的“生态
足迹”。近些年，国际社会围绕中国海外投资和对
外援助的讨论日趋升温，不同立场和观点交锋激烈。
除了对中国能源外交和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外，以
自然资源为导向的海外投资模式也被热议，焦点集
中在当发展中国家日趋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学习
样板时，是否要反思投资自然资源所需要付出的环
境、社会公平等方面的代价。审视中国在海外投资
的影响，仅仅把目光定位在对经济增长上的贡献是
狭隘的，需要以开阔的视野从可持续发展的维度，
战略性地分析投资项目的利与弊，考虑是否对当地
经济和居民真正有益，是否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等
可持续性（卢思骋，2010）。反之，发展中国家
通过接受中国的援助和投资，学习中国经济发展经
验的同时，也要吸取中国发展过程中“先污染，后
治理”的教训。在此问题上，除了企业自身责任的
提升，也迫切需要中国的民间社会在国际事务中承
担更大的责任。本土民间组织要具备国际视野，超
越只关注本国环境问题的狭隘视角，秉承世界公民
的责任，审视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足迹。另外，过
程中要增加与国际公民社会和当地社区居民的沟
通，帮助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时采纳最
佳的国际实践，与世界接轨。“走出去”的过程其
实也是在“引进来”新思维，学习其他国家如何将
公众参与引入决策，如何促进政府制定法规以惠及
社区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推动中国的绿色经济
转型累积经验。与此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外交“软
实力”和“巧实力”的影响。



224 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第四部分 实施方法和手段

2.5 碳市场与碳金融
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碳金融已成为各

国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是中国经济发展方
式转型的战略需要。2012 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
尚未对中国提出温室气体减排的要求，这就决定现
阶段中国的碳金融业务基本上是在清洁发展机制体
系下完成的，其中主要基于 CDM 项目的低碳投融
资、核证减排 (CERs) 交易以及相关的金融中介服
务。而碳市场的发展关系到碳金融的基础，也关乎
中国在未来全球低碳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力与国际地
位。中国具有潜力巨大的碳减排市场，但作为国际
碳市场真正主力的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在国内进行
试点，自愿减排 (VER) 交易也刚刚起步。2008 年
上海环交所、北京环交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三家
环境权益交易机构成立，迈出了构建碳交易市场的
第一步。然而，由于国内企业没有强制减排责任，
交易需求并不大。即便参与交易，企业因为缺乏付
费进场的动力，也更愿意在场外完成交易，交易规
模较小，导致各交易所面临“有价无市”的情形。
为探索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国家发
改委在 2010 年明确了在五省八市开展低碳试点，
又于 2011 年底确定七省市作为开展碳交易的试点。
总体来说，中国碳交易的基础相对薄弱，碳市场的
建立过程存在各种质疑和讨论。比如，现行的排放
总量控制目标是一个“自上而下”分配的累加量，
可能最终导致总量“过高”而丧失“减排”的初衷。
有建议提到，未来在制定企业碳排放权的配额上，
应考虑引入更公平的方式以及“自下而上”的民间
力量参与。和欧盟相对完善的碳机制相比，国内的
碳排放数据在监测、报告和核证上还有欠缺，在交
易试点的机制设计和决策过程中，缺乏信息公开和
企业、NGO 等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参与。此外，中
国的碳市场也一直存在碳税和碳交易的争论，究竟
采用哪种机制还是两种机制并行，也需要继续观望。

从国际经验来看，碳金融业务会渗透到碳市场
的多个交易环节，包括从最初给企业贷款并提供咨
询，在二级市场上充当做市商以提高交易的流动性，
到开发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金融衍生品。相

对国外金融业的深度参与，中国金融机构在碳金融
领域的实践还处于探索与积累阶段，涉及较多的还
是基于绿色信贷的支持性贷款，如对具有清洁技术、
节能减排的企业和项目进行贷款倾斜等。只有为数
不多的商业银行开发了为 CDM 项目的咨询中介服
务，推出初级的碳金融产品。国内碳金融的发展尚
需时日，无论是碳市场的培育，还是金融机构自身
对碳交易、碳金融的了解和业务能力，都将会是一
个由政府引导转向市场主导的一个长期缓慢成长过
程。

3．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 20 年财政和金融战略与环境保护
发展的回顾发现，长期以来，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
在中国的环境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近些年，随着
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和治理决心加大，政
府接连亮出“铁腕”和“重拳”，在污染控制、节
能减排等方面运用命令控制型政策手段并取得显著
成效。例如，为实现“十一五”期间提出能源消费
强度在 2005 年基础上下降 20％的约束性目标，
对污染严重、能源效率低下的企业“停产”、“关
厂”、“限电”（Xinhuanet, 2010）。虽然，命
令控制型的环境政策具有由国家强制保障实施的优
势，但它也使政府与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没有发挥生产者与消费者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
性，最终起到的效果有一定的局限性。要达到更高
的环境目标，仅依靠命令控制型政策是不够的，还
要更充分地发挥绿色财政和金融的作用，通过环境
经济手段矫正由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征所
引发的市场失灵，使资源开采利用实现外部成本内
部化，激励企业和个人向有利于环保的行为方式转
变，使市场经济在与可持续发展相一致的轨道上更
好地发挥作用。基于以上理解，笔者在推动中国绿
色、低碳经济发展的财金战略上提出一些建议：

（1）尽快完善环保财税体系建设。借鉴国际
经验，更积极、大胆地开征“绿色税收”并进行试
点，比如对不同种类的能源产品开征有差别的二氧
化硫税、氮氧化物税等，使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



225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实施方法和手段 第四部分

在价格上较常规的化石能源更有竞争力，逐步取消
不合理的化石能源补贴，为污染防治、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激励。

（2）积极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根据碳交
易机制的设计，制定相应的碳税政策，引导低碳生
产和消费。

（3）强化绿色财政政策的科学性和透明性。
将成本收益分析、生命周期分析等科学方法工具列
入绿色财政政策制定的必备流程，为决策提供科学
支持；将资金投入到具有引导作用和平台搭建效果
的领域，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如对低碳绿色
产业减免税费、加大贷款担保及相应补贴，有效地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绿色财政
信息披露机制，打造“阳光财政”，接受整个社会
的监督。

（4）建立推动低碳发展的可持续银行业。政
策上完善绿色信贷监管，加快行业标准制定；政府
需要制定对环保和低碳行业的支持政策，如能效项
目融资的损失分担机制、行业贴息、减免税等。通
过放宽对商业银行绿色贷款利率的浮动，调动其介
入绿色信贷的积极性；商业银行还要增强绿色信贷
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接受公众的监督，银行应引
入信贷碳强度作为绿色信贷衡量的指标，帮助实现
国家碳减排目标。

（5）拓展低碳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特
别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以及风险投资等，

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要严格规范上市
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逐步要求上市公司展开碳排
查与碳信息披露，这不但有助于投资者评估长期的
碳风险，也是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金融的管
理战略。

4．小结

基于对中国 20 年经济发展及当前面临挑战的
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利用多方面的财税与金融
手段推动节能减排和低碳产业的发展，对社会资金
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但仍有不断发展的巨大空间
和潜力。财政方面，在资源能源的税收、补贴及定
价，对节能减排、低碳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
策等方面亟需完善。银行绿色信贷的深入落实、企
业海外投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把控、直接融资渠道
拓展以及碳市场的培育将是未来绿色金融发展的重
点。中国当前的绿色财税和金融政策还处于探索阶
段，整体法律、政策环境和社会信用的建设还不够
完善，这就需要政府以积极、科学和开放的态度开
展政策制定和执行，让多元声音进入殿堂，了解和
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增加信息公开及透明
度，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样才能真正共同解决发展
中的困难和问题。此外，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
增，中国在寻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应秉承世
界公民的责任，与企业、民间社会一同在全球层面
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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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尽管在国际可持续发展框架支持力度较弱的情
况下，一些环境友好的技术主要通过商业模式从发
达国家向中国进行了转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
主要动力来自中国本身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发展速
度，对不断升级的环境保护的挑战，以及中国自身
进取的自主创新战略。但是目前转让的程度，并不
足以帮助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可持续发展的
挑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开
展更多的行动来保护环境，拉动国内对环境友好技
术的需求；同时鼓励国内的自主创新。发达国家需
要认可环境友好技术的全球正面效益，用充足的资
金和灵活的资金机制，来支持清洁技术在全球的转
移和扩散。 

 
大事记 

1. 1992 年 1 月 17 日签订《中美政府关于保
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带动了中国知识产权
相关法律的全面升级，这包括、《专利法》的修订、
《药品行政保护条例》、《农业化学物质产品行政
保护条例》、《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等法
规的颁布，以及在下一年通过了《商标法》的修订
和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2.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中国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 

3. 1992 年中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其中明确提出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
行技术转让的要求。

4.2 环境友好的技术转让 

文 | 陈冀俍

4.  1993 年 11 月 11 日 —14 日， 中 共 中 央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适
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此在中国确立了市场
经济的地位。 

 5. 1998 年 5 月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
2002 年 9 月批准。清洁发展机制 (CDM) 成为《京
都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在境外实现
部分减排承诺的一种履约机制。 

 6. 1999 年 8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
定》，确定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
技术产业化的道路。各部委相继出台配套政策。 

 7.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履行《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成为中国应尽
的义务。中国的专利保护制度被正式激活。 

 8. 2006 年制定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为本土创新和技术引进提供了指导，
同时把环境技术作为一个主要的部分纳入其中。 

 
 1.综述 

环境友好的技术转让是里约可持续发展框架中
重要的一项实施措施 ，目标是以较高的效率来实
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里约宣言和里约三公约
的核心原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国承担共同
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这个责任也要考虑到各国不同
的能力。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也就是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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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要为自己排放造成全球环境的污染付费（例如
二氧化碳），消费者也需要为自己的消费行为所导
致的污染（无论是地区还是全球性）付费。如果这
些支付没有公正地体现在价格中（例如廉价购买发
展中国家破坏环境生产的产品），就需要政府用公
共财政和公共政策来纠正这种扭曲。 

 环境友好的技术转让的本质有其特殊性，它
与普通的商业技术转让不同。商业技术转让不需要
政府干预，双方能够达成共赢目标，转让就会发生
（例如电信，汽车）。同时，环境友好技术的转让
和需要政府直接干预的“公共健康紧急状态”（例
如艾滋病）也不同，虽然它具有正面的外部性，但
是，一方面环境危害目前还没有紧急到非做不可的
地步，另一方面环境友好技术的转让也因为有一些
互利共赢的可能，所以存在市场利益导向的驱动力。
环境友好技术的双重属性实际上为政府的干预设定
了边界。 

 1992 年里约峰会以来的 20 年中，技术转让
一直是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上争论的主要焦点之
一。争议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上。发展中国家通常
认为如果对产品和加工工艺垄断，技术的价格会更
高。如果发达国家的公司拥有专利，发展中国家的
公司生产设备或产品将受到阻碍。发达国家通常认
为需要专利，以提供动力，刺激创新，他们不同意
松懈关于知识产权的全球规则。这种不一致的一个
重大原因是，世界专利的绝大部分都是由发达国家
的公司或个人拥有，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获得专利
技术，常常会招致很高的费用（Shashikant and 
Kohr，2010）。

 中国 20 年中，在可持续发展的多边框架和双
边协议的支持下，实施了很多政府主导的技术转让
和技术合作的项目。这些项目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
用，提高了一些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但是
实质上的技术转移，大多并不是通过这些项目发生
的，而是根据企业之间的利益协商和技术本身的特
点逐步通过商业形式完成的。 

实际上，商业形式的环境友好技术转让在 20
年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虽然转让的主体都是

企业，但是其中政府作用不可抹杀。政府的作用更
多的是通过政策制定扩大市场对环境友好技术的需
求，和鼓励竞争以降低成本。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
和法规促进了中国市场对于环保技术的需求；政府
的经济发展政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让中国社
会增强了对先进的环保技术的购买力；中国政府的
科技创新和技术转让政策，以及不断开放的市场环
境和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鼓励和吸引着国外技术进
入中国。环境友好的技术转让基本上是在被政府政
策所影响的时代大背景下，通过市场交易的经济现
象，而不是政府为了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主导的
一种行动。 

 目前环境友好的技术转让的水平，与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原因在于发
达国家没有拿出充足的资金来补贴环境友好技术的
外部性，也缺乏有效的机制来激励技术市场的活
力。而中国的技术创新政策惠及的大多是国有大中
型企业，而对蕴藏更多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以及中
小企业支持不够。一方面是欠缺公平性，另一方面
比较低的竞争水平导致引进技术的成本增加（垄断
价格）。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涌现出一批像皇明太
阳能、远大空调这样基于本土创新的优秀绿色民营
企业。此外，就环保的大环境而言，中国缺乏充分
有效的环境治理也导致环境的价值缺乏体现，保护
环境的经济激励依然不够强劲。 

 所以，为了推进环境友好技术在全球的快速
扩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承担起更多的
责任，通过灵活的资金机制和高效的环保政策，把
环境友好技术的需要转化成为市场的价格信号，让
更多的国家成为对环保技术有吸引力的市场。同时
政府需要控制把握好本身的角色，以保证市场能够
有效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环境友好技术转移的中国案例与讨论 

在讨论中国的案例之前，简单回顾一下最近
20 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领域
的行动和进展，帮助我们更深入、多角度地理解这
些案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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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约可持续发展宣言诞生在 1992 年，这也是
中国正式确认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一年。
1992 年以来，中国的 GDP 保持以每年 10% 以上
的速度增长，到 2009 年，中国的 GDP 增长了十
倍多。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深化
了市场化、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个由发达国家主导
建立的游戏体系里面，中国本着务实的态度，接受
并努力学习利用规则，依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包括
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优惠的政策等），通过
为全世界制造价廉物美的产品，逐渐成为世界工厂。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提升本土工业在国际市场的竞
争力，提高本土工业的附加值，中国通过财税政策、
金融和政府采购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人才
激励政策和技术创新引导工程逐步建立起以商业技
术创新体系、学术知识创新体系和国防科技创新体
系为支柱的国家创新体系。同时技术创新的政策从
一开始的强调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设备国
产化率，逐步转化为鼓励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并
重，鼓励跨国界技术合作，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建
立研发中心。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已连续多年以每
年约 10% 的速度递增，估算 2011 年研发支出接
近 1540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4000
亿美元）（吉密欧，2011）。 

 但是中国的创新体制中也存在一些广受批评
的问题，如科研中的造假和舞弊，研究经费问责制
度欠缺，国家科研活动管理制度安排混乱，高质量
科学家和工程师供应严重不足等。为了支持技术引
进和鼓励本土的自主创新，也为了应对国际上不断
的对技术保护的审查，中国初步建立起了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但是由于中国自身法治建设阶段的限制，
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不能完全满足要求，国
外的技术拥有者对进入中国还存有很大的不安全
感。 

 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中国的环境
也在同时急剧地恶化，成为威胁公民健康和社会稳
定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应对环境危机的政策和行

动也在不断扩大和深入。中国初步建立起了环境保
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行政管理制度，引入例如环境
管理、清洁生产、环境影响评价等方法和工具，逐
步增加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的投入。在“十一五”期
间，首次把节能减排作为一个约束性指标纳入其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公民对良好环境的支付意愿
和能力也在逐步增长。不过，公民参与环境监督，
促进环境执法的作用由于一些制度的限制，还远没
有发挥出来。 

 下面我们通过几个案例 来考察现实中在中国
已经发生的环境友好的技术转让。这些案例的共有
特点是都有技术（“装备”和 / 或“技能”和 / 或
“知识产权”）从中国境外转移进入中国境内。但
是这些案例的转让动力，推动者、出资者、技术优
势、外部条件和转让效果都不尽相同。 

 
案例1官方发展援助：绿色援助计划 

 官方发展援助（ODA）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
国家传统的经济援助机制之一，日本政府和中国政
府在 1992 年至 2003 年期间实施的绿色援助计划
归属这类援助。在这一援助活动中，技术转让是一
项重要内容。 

 项目经费主要支持示范工程和人员培训。日
本经济产业省以赠款和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中国
企业购买日本企业的技术和装备。而中国政府将成
熟的技术和装置的国产化工作，放入政府优先支持
的重点发展领域，也要求各级政府和各行业主管部
门给予有效支持。示范工程项目包括三大领域，即
节能项目、清洁煤项目和发电厂脱硫项目。示范工
程实施后，不少行业通过人员培训和技术考察，推
动了技术普及和和推广，促进了中日之间节能环保
技术的转让。 

 从总体上看，示范项目的开展卓有成效，完
成和仍在实施的示范项目达 36 项，从高炉炉顶压
差发电、节水选煤、循环流化床锅炉，到脱硫、植
物型煤项目，都为中国有效节约能源、使用清洁能
源、保护环境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许多关键技
术具有普及推广价值。为中国的不少环保技术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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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标杆，也初步培养了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 
在推广普及过程中，日本设备提供商逐步（而

不是马上）找到了新的市场，从而使他们有了进一
步发展的可能。对于中国，处于落后水平的中国环
保产业得到了学习和尽快发展壮大自己的机会。 

但是示范项目并没有迅速普及开来，项目除了
引进了示范项目所需要的设备和使用维护说明，并
没有实现大规模的技能和知识产权的转移，存在以
下的问题。 

⑴ 双 方 技 术 和 管 理 水 平 差 异 大（ 该 项 目 于
1992 年开始实施）。从中国当时实际情况来看，
或者是不掌握关键技术能力，或者是整体行业技术
水平偏低，缺乏新技术配套支持。因此，在技术转
让过程中，消化吸收的难度很大。这一点随着后来
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逐步有了改观。 

⑵ 知识产权问题。日方的重要目的是希望通
过示范项目为他们的环保设备打开市场。但是事实
是，当时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还无力承担专利费用，
这一点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逐渐改善。 

⑶ 与这些技术相关的环保配套政策还不够完
善。例如排污收费较低，排放标准低，无法形成有
购买力的市场需求。例如临沂型煤项目，由于所在
地区不属于国家二氧化硫和酸雨控制区，植物型煤
短时期内不适销。如果二氧化硫排放标准提高，植
物型煤就有很大发展优势，其潜在的市场需求才能
转化为现实的市场需求。      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
在 1992 年以后发展很大，然而在实施上总是出现
各类问题，究其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政策支持公民参
与监督，和保证司法的独立性，污染企业和地方政
府形成了利益同盟，让守法的成本远远高于违法的
成本。 

⑷ 政府主导可能导致本土市场竞争关系的变
化和本土创新能力的伤害。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有
很大一部分是公有制经济体，在示范、培训过程
中政府必然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如果技术转让在
政府支持下实施成功，有可能会导致企业间竞争
的扭曲，让更有创新活力的民营经济在竞争中被
淘汰。

案例 2 市场换技术：超超临界火电机组 

中 国 目 前 的 火 电 仍 以 燃 煤 发 电 为 主， 截 止
2011 年底，煤电占总发电量的 85% 以上。但目前
国内运行的发电厂的平均发电效率在 35％以下，
而以三菱、日立为代表的日本超超临界机组发电
效率在 48％左右，单电煤耗约 265 克标准煤。故
此，如果中国采用超超临界技术发电，与现行机组
的平均效率相比，每度电量至少可以节煤 50 克，
按 2011 年的装机容量计算，每年可节煤三亿多吨，
同时也减少二氧化碳 6 亿吨左右。 

 中国政府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手段，积极鼓励
企业通过合资和联合研发的方式，进行相关的技术
引进。市场换技术的一般模式是：在政府的支持下，
双方商定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开发一定的市场份额，
首台设备根据中国市场的需要由外方技术提供方进
行主设计，中方参与设计，设备全部在国外制造，
随后逐步提高中方设计和制造的强度，最后一台装
备完全在中国设计制造。这种方式是从大型水电装
备制造开始，逐步向各个行业推广的。当初采取的
“直线模式”（见下图）从水电推向整个发电装备
制造业，包括三大动力集团、主要变压器生产企业，
乃至核电技术引进，一直是以后尝试市场换技术的
技术转让方式的典型技术路线。 

超超临界百万千瓦机组的建设，实际上就是技
术引进、消化和创新的过程。在工程设计、设备选
型、供货商选择和工程建设各个环节都采取“引进
技术、联合设计、合作生产”的方式，在引进先进
技术的同时，进行技术合作创新。中国政府以提供
市场的代价吸引国外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或合资。
在政策的推动下，哈尔滨、上海、东方等三大动力
设备厂与日立、三菱、东芝、西门子、阿尔斯通等
公司进行了技术引进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的作用是： ⑴ 允许
技术引进企业通过出让市场份额换取技术，并为其
提供法律的保障。比如，在其装备不能本地化时，
进口设备实行零关税税率，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享受
所得税优惠等； 

⑵ 政府通过技术研发资金支持中方企业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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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消化、再创新”的道路，技术合作可以进入中
国国家的高技术计划，鼓励企业与外资合作研发，
以提升企业的研发水平； 

⑶ 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财税上的激励
措施，比如：外资企业在华采购设备享受增值税退
税等。 

 其 结 果 是 通 过 技 术 引 进 和 消 化 吸 收， 国
内已掌握了超超临界 60 万千瓦级火电机组的
设 计、 施 工、 调 试 和 运 行 技 术， 并 基 本 掌 握
了 100 万千瓦级超超临界机组设计技术，如已
投入商业运营的华电邹县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
组，主要设备的国产率已达 73% 以上，主要技
术也已经成熟。“十一五”期间中国规划了上
百台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排放的 60 万千
瓦以上超超临界机组建设。到 2007 年底，国
产 60 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的订货量达到 90 多
台，100 万 千 瓦 级 机 组 的 订 货 数 也 有 将 近 50
台（截至 2011 年底，投产 39 台）。技术引进
的效果明显。大幅度地降低了中国发电煤耗，
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 

分析起来超超临界机组技术转让成功主要有以
下几个原因： 

⑴  原有工业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没有短

期不可弥合的技术差距。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
不断消化吸收，几年来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业在产品
品种和等级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国外先进企业
的差距逐步缩小，产生了质的飞跃。 

⑵ 大规模的市场需求。2000-2008 年是中国
火电建设的高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电设备市
场。世界各大发电装备制造商发展的重点都在中国，
竞争也为技术转让创造了价格下降的空间。事实上，
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是市场换技术的成功关键，这
也是为什么有些技术拥有者愿意冒着技术被扩散的
风险进入中国市场（收益依然比不进入中国要高）。 

⑶ 技术的性价比较高。超超临界和超临界技
术相比增加的投资不大，总投资与传统的机组差别
在 10% 左右，而效率也提高了 5-10 个百分点，再
加上国家的节能补贴和节能调度等激励政策，企业
采用超临界和超超临界技术的额外成本降低。 

国家政策的扶持。除了鼓励市场换技术和节能
减排政策之外，中国在电价政策方面采取的先进发
电技术确定标杆电价的政策，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
尤其是中国出台了对 60 万千瓦以上的只有采用超
临界或超超临界技术的电厂方能建设的政策之后，
采用新技术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 

市场换技术同时还存在一些其它形式，例如中

来源：李俊峰，2009

图 1. 大型水电装备技术转让市场换技术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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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直接购买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许可证，或者
直接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也许中国这些企业本身
并不是垄断性的企业，促成双方合作的原因之一，
是看好中国市场规模的巨大吸引力和中方企业在能
源市场中得以生存的政策环境。 

 
在此类项目的执行中，存在着以下问题：

⑴ 政府过多地地参与了经济活动。在此类项
目中，政府参与市场份额的划分，可能会造成新
技术进入的不公平性。目前成功的市场换技术的
行业都是垄断性行业，直接收益的都是行业内的
大企业，不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必须首
先是大企业，除了间接的收益之外，由于小企业
市场资源少，很难直接以市场换技术，只能享受
大企业市场换技术的辐射效果，或者说溢出效应。
由于市场资源是国家的，它只为少数企业换取技
术，而牺牲大多数企业的市场资源或进入市场的
机会，因而欠缺公平性。 

 ⑵ 市场换技术有可能抑制技术接收方的自主
创新能力。由于市场换技术使得双方的企业都尝到
了甜头，技术出让方感觉到只要有先进的技术，就
会获得市场，从而采取技术领先的发展战略。而技
术接收方却以为只要有市场就不愁得不到技术，从
而患上技术依赖症，抑制了自主的创新。事实上，
基于市场换技术的创新之路正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国
内技术创新的人士的批评。 

案例3 清洁发展机制中的技术转让 

 清洁发展机制 (CDM) 是《京都议定书》中发
展中国家可以参与的唯一的灵活机制。它允许工业
化国家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购买那些有利于发展
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所产生的被核证的温
室气体减排量，以履行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
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相当于能得到一些二氧化碳减排的项目的补贴。在
气候谈判缓慢前行的时候，CDM 却在中国得到了
蓬勃的发展。截至 2011 年 6 月底，中国政府共批
准 3051 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项目类型涉及风力
发电、小水电、工业节能、垃圾填埋气发电等。截
止到 2012 年 3 月 15 日，中国已有 752 个 CDM
项目共获得 5.3 亿吨经认证的碳减排量（CERs) 签
发，占东道国 CDM 项目签发总量的 59.76%。 

 CDM 是一种能够促进减排的灵活机制。理论
上，它一定程度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对清洁技术的购
买力，有可能推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政府
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对在减排规则的维护和
项目审批，并不直接干预技术转让的过程。 

 截止至 2008 年 5 月，在对 CDM 执行委员
会 (EB) 注册的 202 个项目设计文件 (PDD) 研究中
发现：约 40% 的 PDD 中提到了技术转让，在这
40%中大约三分之二指的是没有优惠的设备进口，
剩下的三分之一提到有知识和能力建设的项目通常
只是简单的设备运营维护的培训，没有实现核心和
关键技术的运行与维护技能的输入，更没有设备的
制造技术转让（Lundin, et al., 2008）。

 虽然 CDM 项目直接导致的技术转让比较少，
但是实际上在一些特定领域 CDM 还是推动了整个
清洁能源市场的发展。其表现为在国内可再生能源
立法框架上增添了内容，提高了需求，从而促进了
技术创新，以及商业领域技术转让的发生。例如风
电行业，由于 CDM 导致的国内市场的启动，推动
了中国政府的补贴政策，间接促进了先进（不是最
前沿）的风电技术向中国风电制造企业的转移。 

CDM 项目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⑴ CDM 是基于项目的一种机制，这种设计的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图 2. 中国发电煤耗降低情况（克标准煤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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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虽然发达国家确实承担了减排行动的正面
外部性的成本，但是所有的成本效益分析往往只是
着眼于单个项目，价格信号很难传递到技术市场上，
资金流并不足以对行业和市场形成有规模的推动作
用。 

 ⑵ 项目业主和开发商几乎没有技术转让的动
机。业主的目标是实现最低成本的减排，并且通过
国家和联合国的审批，而不是技术。也就是说，
CDM 并不是技术转让驱动的，而是由核证减排量
的成本和预期收益驱动的。 

 ⑶ CDM 的现有批准流程拖延技术投入。例
如，业主出售减排量而获得的收益要在项目启动一
至两年方能到账，并且还要冒着不被 CDM 执行理
事会批准的风险， 因此，这部分收益作为业主决
定项目是否上马的基本决策依据，也导致投资者少
有提前投入购买技术设备，使得 CDM 的资金激发
新技术的项目个数屈指可数。 

因此，我们认为：
⑴ 无论政府在环境友好技术的转让中发挥了

多么重要的作用，企业始终是转让的主体。因为企
业运行遵循的是市场规则，所以技术转让的过程也
很难绕开市场，也就是说，这必然是一个平等协商
讨价还价的结果。 

⑵ 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及清洁能源发展
战略等，能为先进的清洁技术提供必要的市场引导，
而迅速发展的经济也让中国逐渐增长了对清洁技术
的消费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绿色援助计划的示范技
术一开始并没有迅速推广，而后来却得到更多的普
及。 

⑶ 目前的公共资金比较合适的用途之一，是
打通技术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信息屏障，例如绿色援
助计划中的示范项目，以及目前气候变化谈判中正
在建立的气候技术网络，都可以促进需要技术的企
业找到适用的技术，从而降低技术转移的交易成本。 

⑷ 国际框架下的资金机制和减排市场机制的
设计需要考虑到技术转让的需要。CDM 的案例显
示，即使发达国家能够出资承担清洁技术的正外部
性，如果只是基于项目的减排量购买，由于量小，

很难激发对技术转让的动机；如果能做成更大规模，
例如基于行业的减排量交易，可能更符合发展中国
家提升产业的需求，从而产生更强的技术转让的动
力。 

3.问题、挑战和政策建议 

技术转让还是自主研发，目的都是为了降低减
排和保护环境的成本。政府没有能力在这两者之间
做出适当的选择。政府能做的只是通过制度变革和
财税政策，培养一个有竞争性、信息对称、制度健
全、需求充足、回报预期稳定的环境友好技术市场，
让市场来做出最高效的选择。

因此，本文对国内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作为全球化进程中技术扩散的受益者，

中国必须认识到最顶尖的科技是永远无法通过转让
得到的，要打破发达国家对于先进的环境友好技术
的垄断，提升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只有切实
培养本土的创新力量。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且需
要较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因此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⑴ 改革科研科研体制和制度，鼓励公众监督，
提倡学术独立，严惩造假舞弊。 

⑵ 减少行政命令，用财税政策和信贷优惠平
等地鼓励外资、国有和民营企业开展创新的竞争，
鼓励海外留学的技术人员回国创业。 

⑶ 继续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与国际接轨。 

⑷ 积极投资参与前沿科技难关的国际合作项
目，获得共享的知识产权。 

其次，为了创造环境友好技术的实际需求，需
要继续深化环境保护的制度变革，提高企业的违法
成本，使得环境友好的技术更加具有吸引力。这些
变革包括： 

 ⑴ 推进法治建设，把污染的赔偿从补偿性改
为惩罚性。 

⑵ 保障公众参与，充分发挥公众关心环境和
健康的积极性。 

⑶ 逐步减少对于污染行业的补贴，引入环境
与资源税，通过对环境和资源进行定价，逐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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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资源的市场价值，引导公众的消费观念。并
使用征得的资金对环境友好技术的研发和引进进行
补贴。 

 国际制度对于世界范围创新技术的开发和转
让的作用也不可小视，笔者认为国际制度对于技术
转让的作用应是：让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能够使用
得起清洁的技术，而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的动力也
不应受到损害，同时应该扫除商业技术转让的人为
障碍，培养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创新能力。所以笔者
建议： 

⑴ 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框架需要提供充分
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
购买清洁能源的技术或者服务，让发展中国家能
够给技术拥有者（与在发达国家相比）可比的回
报预期。 

⑵ 需要引入更为灵活的资金机制，例如“全
球上网电价”（Global FIT），或者是基于行业的
减排机制（类似于行业 CDM）, 用发达国家的公
共资金来补贴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行业节能减排，给
投资者以长期回报的预期。而技术到底能否转让则
要根据这个国家的实际资源秉赋和政策条件。 

⑶ 国际社会需要对技术禁运等类商业转让的
障碍进行审查和仲裁，特别是针对与环境保护相关

技术的壁垒。 
⑷ 建立公共资金，更加有效地帮助技术所有

方、需求方以及支持方建立信息平台。 
⑸ 用公共资金设立更多专门的奖学金计划支

持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学习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和专
业技能，并鼓励他们回国就业。 

重要的是，国际社会需要走出谈判中对抗性的
不信任局面，以务实的眼光来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和
发展可行的方案，从小规模的实践开始，逐步培养
互信，建立更加深入的合作关系。 

 
4．小结 

本章从制度、资金的角度，通过案例回顾了中
国的环境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在环境友好技术的引
进消化（也就是转让）中的作用，探讨政府和政府
间框架对于环境友好技术跨国界转让的推动形式。
本文的观点是，要尊重市场的规律和承认环境友好
技术的正面外部性，用充足的资金，严格的环保政
策，公正的技术市场规则和自主创新政策来培育全
球的有竞争性、信息对称，制度健全、需求充足、
回报预期稳定的环境友好技术市场。让它发挥作用，
帮助不同的主体以更低的成本找到和利用合适的环
境友好的技术，推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吉 密 欧，2011， 中 国 创 新 难 在 哪 儿？， 金 融 时 报 中 文 版， 获 取 地 址： http://www.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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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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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2 年《里约宣言》第十条原则所明确的公
众参与原则：环境信息公开、决策参与和权益救济，
在中国的发展依托于三条主线的发展：环保民间组
织的涌现和行动，执政管理者的改革，以及普通民
众在新媒体支持下的自发环境行动。总的来说，民
间组织经历了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觉醒到更多社会群
体自发结合的阶段，政府部门在立法和政策上有了
明显的变化，但在实施和执行上仍存在着局限。这
两条主线在公众参与上的推进有时会出现因素“错
配”的尬尴。而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半段依托新
媒体平台兴起的公民自发环境行动，则打开了新的
环境公众参与篇章，也给环保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
在推进公众参与上提出了新的要求。

大事记

1.1994 年 1 月 18 日，青海省治多县委保护藏
羚羊的西部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杰桑 • 索南达杰
在押送盗猎歹徒过程中，遭到袭击中弹牺牲。在他
的反盗猎英雄事迹感召下，1995 年 5 月，扎巴多
杰重新组建西部工作委员会，并自发成立了一支保
护藏羚羊武装反盗猎队伍，命名为“野牦牛队”。

2.1994 年 3 月 31 日， 全国性的会员制环保
组织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正式
成立，创始人为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王力雄。

3.1995 年，奚志农向媒体曝光云南省德钦县
拟砍伐原始森林威胁滇金丝猴生存的事件，后获得
多家媒体和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广泛传播与支持，

4.3 环境领域公众参与的三条主线 

文 | 常成

最终终止了德钦县的商业砍伐计划。
4.2003 年，绿家园等环保组织，针对怒江上

游将要进行水电开发一事，开展了积极的信息传播
和公众发动工作，促成决策层重视。2004 年，怒
江水电开发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暂缓开发。

5.2004 年 4 月，国务院制定并公布《全面推
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强调建设法治政府，提出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
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

6.2005 年 3 月，媒体披露圆明园管理处排干
湖底，大规模铺设防渗膜，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
受到社会强烈质疑。环保总局就此事举办了第一场
环评公众听证会，最终要求项目进行整改。

7.2008 年 5 月 1 日， 于 2007 年 4 月 份 公 布
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
行）》开始正式生效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确立了政府信息“公开为常态，保密为例外”的原则。

8.2009 年 8 月，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
推出“新浪微博”，揭开了公众通过微博等网络自
媒体形式参与公共事务的时代。2011 年 12 月底，
中国微博用户达到 2.5 亿。

9.2012 年 3 月，国务院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了 PM2.5 的检测指标，
并分阶段开始实施。在公众的呼吁下，PM2.5 监
测公布在局部地区的实施相较修改前的时间表提前
了 4 年。

1.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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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

（简称《里约宣言》）。该宣言的第十项原则阐明：
“环境问题最好在所有有关公民在有关一级的

参加下加以处理。在国家一级，每个人应有适当的
途径获得有关公共机构掌握的环境问题的信息，其
中包括关于他们的社区内有害物质和活动的信息，
而且每个人应有机会参加决策过程。各国应广泛地
提供信息，从而促进和鼓励公众的了解和参与。应
提供采用司法和行政程序的有效途径，其中包括赔
偿和补救措施。”（UNEP，2012）

这 一 原 则 在 国 际 上 被 称 为“ 可 及 性 原 则”
（Access Principle）或者“公众参与原则”，指
的就是（公众）应当有渠道获得环境信息、参与环
境决策，自身权益的损害能得到司法或行政救济。
(UNDP et al.2005)

该原则的实现对于执政管理者理念、公民意识
和社会条件都有相应的要求。中国可持续发展领域
这 20 年来的公众参与、政府的执政理念，基本上
是通过政策法律制定和修改所体现，而公众的意识
提升和社会条件的变化，都集中体现在这 20 年来
重大环境公众参与事件中。

2.中国环境公众参与事件回顾：20年间“从无到

有”，三条主线各走一支

总的来说，这 20 年中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公
众参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历史发展。其
中有三条发展的主线：

第一条是民间组织的崛起和发展下的公众参
与。从自然之友等全国性早期启蒙性机构，到近些
年成熟起来的专业性机构，如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和地方性机构，如绿满江淮等。

第二条主线是执政者主导下的公众参与创新。
这一条脉络沿着“依法治国”进入宪法并成为基本
国策，到 2004 年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出台以及十七
大总书记报告，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正式确认为
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在这一主线的引导下，出台
了环评公众参与的相关规定和《环境信息公开办

法》，同时在数个地方带来了环保法庭的创新实践。
第三条主线是公众个体在非组织状态下的集中

行动和公共参与。这类实践出现的时间较晚，是教
育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在现代信息技
术的支持下逐步呈现出来的参与形式。在这种形式
下的公共决策影响，大多从直接利益相关者发起，
为了维护环境权益而行动。

2.1 理想主义者的觉醒——第一批民间环保组织的
涌现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公众参与需要形成合力，需
要组织平台。1992 年里约大会召开后的中国，这
样的组织非常欠缺。此前中国本土唯一一个民间自
发的地方性环保组织是辽宁省黑嘴鸥保护协会。所
以自然之友作为一个全国性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出
现，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94 年，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和王力雄
作为发起人，在北京成立了自然之友（自然之友，
2012）。早期的自然之友汇聚了一大批有社会理
想的人文社科背景的知识分子，如教师、作家和记
者等，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环保组织的平台来推动环
境保护。

“我认为我们就是行动者，我们对这个社会
一百个不满，只会让我们沮丧，不会让我们更有希
望。”自然之友发起人之一、现任理事梁晓燕回顾道。

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两次重要的环境
事件，将公众力量的影响展现了出来。第一次是藏
羚羊保护，第二次是滇金丝猴保护。两个案例行动
的发起者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社会理想的政府工作人
员——无论是从事藏羚羊保护的索南达杰、扎巴多
杰，还是从事滇金丝猴保护的奚志农；但在事件后
期的推动和发酵中，群众的支持变成了主要的推动
力量，促使问题受到重视。在可可西里的环保英雄
索南达杰去世之后，扎巴多杰成立的反盗猎团队“野
牦牛队”就是一个自主筹集经费和人员的组织，杨
欣在可可西里兴建的扎巴多杰保护站，也是依托于
绿色江河这个民间环保组织的。（杨欣，2005）
滇金丝猴保护事件中，奚志农则是通过自然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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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会长，联系媒体力量，通过舆论监督改变了
事件的进程。

这两次成功动员公众参与的行动，奠定了环保
组织日后在重大环境议题上行动发声的基础。这些
早期环保人士的理想主义精神举起了中国公众参与
环境保护的第一面旗帜，并陆续影响了许多人。这
个时期的环保行动，还具有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色
彩，环保组织作为一个机构平台，还并未展现出影
响优势和组织特点。

2.2 环境行政法治化：公众参与理念的引入和实践
的局限

2003 年，中国在北京、广州等地遭遇了非典
危机，危机后的反思中，对信息公开的要求浮上水
面（迟福林，2003）。2002 年，中国出台了新的《环
境影响评价法》。该法第一次明确将听取公众意见
这一参与环节加入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这样，“就
有了环境影响评价这样一个参与决策的机会。之后
又有了怒江、虎跳峡这样的一些事件，使得公众、
环保组织开始介入到环境的决策当中去”，马军介
绍道。

胥晓莺（2005）在文章中记录，“2003 年 8
月 26 日，国家发改委在北京主持召开《怒江中下
游水电规划报告》审查会。会议通过了在中国仅存
的两条原生态河之一——怒江——的中下游修建两
库十三级水坝的方案。按方案，该工程比三峡工程
规模还大，年发电量预计为 1029.6 亿千瓦时，是
三峡电站的 1.215 倍。”但一位出席会议的环保总
局官员半路杀出，“以该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估，
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估法》为由，坚决拒绝在报告
上签字。会后，该环保总局官员电话通知绿家园志
愿者的创始人汪永晨”，并以此为线索发起了轰轰
烈烈的中国环保 NGO 怒江保卫战。

此次会议后，2003 年 9 月 3 日、10 月 20 －
21 日，国家环保总局分别在北京和昆明召开两次
专家座谈会，以云南本地专家为主的支持派和以北
京专家为主的反对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双方
僵持不下，但民间环保组织的呼吁和舆论的支持，

为这场博弈带来了转机。
以绿家园志愿者、自然之友、绿色流域等为代

表的中国环保组织，面对怒江将要因水电开发而
遭受破坏一事，进行了集中的抗争，包括 2003 年
11 月在“第三届中美环境论坛”上的呼吁，以及
2003 年 11 月泰国“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
上 60 多个国家 NGO 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
江签名并递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2004 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对这类
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
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NGO 这一
系列活动，终于赢得了国家对怒江水电开发的搁置。

怒江事件，中国环保 NGO 第一次协同行动和
集体亮相，并得到了政府内开明官员的呼应，实现
了自己的诉求。但在这个阶段，这样的交流缺乏决
策参与的制度支持，政府论证和舆论呼吁基本上仍
在两线进行。

同 年 4 月， 中 国 政 府 发 布 了《 国 务 院 关 于
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国
发 [2004]10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 ,2012），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强调在十年之内，
基本实现法治政府的建设，其目标就包括建立“科
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政府
提供的信息全面、准确、及时”。      

“这份文件对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有相当的
论述”，马军这样评价这个通知。同年，时任环保
总局副局长的潘岳发表讲话，表达了中央政府环保
部门希望环境保护中加强公众参与的态度，和对《里
约宣言》第十条原则的认同。潘岳强调，公众参与
要“环境信息公开化”、“环境决策民主化”、“加
强环境公益诉讼”，还要“加强与民间环保组织的
关系”。（潘岳，2004）此后不久，在一起重大
环境事件中，环保总局就践行了自己提出的理念。

2005 年，在北京市圆明园发生建设方违规铺
防渗膜的事件。这件事缘起于兰州大学教授张正春
走访圆明园时的意外发现——圆明园正在进行防渗
膜铺设工程，有可能带来重大的生态危害。经调查
显示，该项目并未通过环评审批即开工建设，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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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随着媒体报道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王锡
锌，2008b）

2005 年 4 月 1 日，自然之友组织了“关注圆
明园之水”讨论会，会上各方表达了对圆明园铺设
防渗膜可能带来的生态危害的担忧和谏言，牟广丰
作为环保总局代表，也参与了这次讨论会。

同一天，原国家环保总局针对这一事件发出了
编号为“环函 [2005]101 号”的《关于责令圆明
园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停止建设的通知》，该通知要
求圆明园管理处抓紧委托环评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书，并因工程环境敏感且存在重大分歧意见，由
环保总局组织听证会，征求各方意见。4 月 6 日，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正式向媒体通报了举办听
证会的消息。这是自 2002 年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
以来的第一起环评听证会。

4 月 13 日，圆明园防渗事件听证会在原国家
环保总局 2 楼多功能厅举行，人民网和新华网同
时进行了网上直播，来自社会各界的 120 人及 50
家媒体参与了听证。自然之友的时任总干事薛野参
加了该听证会，他出示了自然之友观鸟组自 2003
年以来对圆明园生态进行的跟踪观察报告和照片，
有力说明了湖底铺膜对生态有着破坏性影响。7 月
5 日，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圆明园东部湖底防渗工程
必须进行全面整改。

这个案例是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一个新的
突破。从形式上看，是执政者自上而下主动启动法
定程序来引导公众参与决策，和怒江事件、金丝猴
保护事件中环保组织、政府部门各自为战相比，有
规范化的讨论、参与形式，以及制度化的决策流程；
同时，会议还进行了网络在线的直播，本项目的环
境影响报告书，在最终批准之前被放在互联网上全
本公开，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行政决策的透明化。

圆 明 园 事 件 之 后， 环 保 总 局 趁 热 打 铁， 在
2006 年推出了我国环保领域第一部有关公众参与
的规范性文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
法》。该办法公布后至 2007 年 4 月，环保总局刮
起了“环保风暴”，“先后对投资额达 1600 亿元
的 43 个项目的环评文件没有受理，确保公众参与

环评工作落到实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 ,2007）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样认可这一系列政府
主导下的公众参与实践，。光明日报记者、达尔问
自然求知社创始理事冯永锋的评价可谓毫不客气：
“（圆明园听证会）其实对项目的推进和环评制
度的推进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影响。”冯永锋认为，
“政府以非常强势的面貌出现，恰恰不利于公众参
与”。他认为政府的高调介入反而压缩了公众参与
的空间。事实上，引入公众参与的环评制度也的确
没能令人满意。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马中在
2011 年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在中
国，项目环评的通过率已经高到了令人吃惊的程
度。中国目前的基本建设项目环评通过率达到了
99%。”（张木早，2011）

以 2010 年 6 月 23 日，环境保护部发布 2009
年度环评机构抽查情况通报为例，75 家被抽查的
环评机构中，30 家出现质量或管理问题，比例高
达 4 成；282 份 被 抽 查 的 环 评 报 告 书 ( 表 )，48
份被认定为“质量较差”，所占比例约为 17%；
40 名环境影响评价人员被点名批评。（环保部，
2010）

马军也提到，“（环评）其中很核心的，就是
要有一个参与的机制，以民主决策来确保科学的决
策。但我们这边，最后被简化为一个技术评价体系。
所以容易在利益集团的主导下失效。”马军此前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讲述过一个尴尬的事例：西部一
个著名风景区作水电项目环评时，专家都被带到当
地一家宾馆，美其名曰“封闭评审”。政府工作人
员告诫评审专家，这个项目一定要通过，否则就是
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无奈之下，专家只得“就范”
签字。（张木早，2011）

关于环评有效的公众参与形式日后没能推广的
情况，实际参与圆明园环评听证会组织的牟广丰谈
到：“工作量上、人力上耗费太大，（听证会）别
看就两个小时，准备就用了很多天。所以客观上，
他们也有自身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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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紧张和预算不足，经常成为地方环保部门
抵触公众深入和广泛参与环评过程的重要原因。而
这种对效率的担心背后，则是实际执法和监管部
门，对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怀疑，亦是对
普通大众公民意识和受教育水平的怀疑。在南京大
学 2010 年的一次关于排污许可证制度立法的咨询
会议上，一位参与制定政策的专家表示，目前中国
公众受教育程度太低，专业知识不足，难以有效地
针对公共决策提出建议。

针对这种保守的执政态度和公众参与现状，王
社坤（2012）在他的文章是这么描述的，“很多
经济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基本上处在‘事后参与’、

‘被动参与’的初级状态。”“我国政府官员的‘牧
羊人’思维仍然非常严重，总是以为老百姓的‘觉
悟’不高，总是想要为老百姓包办所有的事。”

2.3 环境司法救济两条线索的错位——“一个巴掌
拍不响”的遗憾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是一项对政府、民间组织
和社会基础都有要求的事业，这些条件在同一事件
上同时具备时，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才能奏效。圆明
园防渗膜事件是一次幸运的成功组合，更多时候，
中国环境公众参与实践出现的是一种令人尴尬的
“错配”状况。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政治、经济和
社会条件发展不均衡，经常出现公众有参与热情、
社会有条件支持的地方和领域，政府却相对保守；
或者政府相对开明，有创新意图的地方和领域，环
境问题和事件却并不多见的情况，导致环境公众参
与在部分地方出现“雷声大，雨点小”——有政策
或者有行动尝试，但没成果的窘境。而这种“错配”，
在环境权益救济的领域尤为明显。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又
称“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于 1998 年 10 月
正式成立，是一家专门为污染受害者提供环境权益
法律救济的民间环境保护机构。该中心的成员全部
都是环境法律专业人员，工作重点明确，只针对环
境法律服务。到 2010 年，该中心已帮助 140 多起
污染案件的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受益人数多达

60000 多人，回答投诉咨询电话 12000 多个，接
待来访 600 多人次，回复咨询信件 500 多封。（郑
荣昌，2010）

然而，环境权益的救济之路却充满荆棘。主任
王灿发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环境纠纷的被
告往往是能够给当地创造税收的企业。既然如此，
就会受到当地政府或暗或明的保护。”很多时候，
法院根本不给立案。有的连不立案的裁定书都不给，
受害人也就无法上诉。（郑荣昌，2010） 

全国律协环资委成员律师夏军，对于环境权益
法律维护的困难有着同样的感受：“（权益维护）
跟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等方面相比，踏步不前，局
部地方还有倒退。”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环境权益救
济，本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但这一渠道在中国却
遭遇了困难。夏军指出，“比较棘手的、群体性的
案件，现在（法院）仍然不受理，甚至十年前能受
理的案件现在都不受理了。”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诉讼部负责人刘湘
律师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相同的想法，
“立案难是环境维权案件的普遍问题。或者是明确
不予立案，或者是迟迟不给答复。”（郝佳等，
2010）

相比之下，2007 年开始，在中国无锡、贵阳
和云南一些地市试行的环保法庭，则有着相对积极
的态度。目前贵州、云南、江苏、江西、福建、海
南等十余省的部分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
基层人民法院中，已经先后设立了几十个专门的环
保法庭（中华环保联合会，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
会，2011）。夏军律师表示，“设置环保法庭的地方，
环境诉讼总体上受欢迎。但问题是环境污染最严重
最需要环保法庭的地方没有设立，在受害人最需要
的地方没有提供相应保障。”

这种错配的负面影响是双向的，“被寄予很大
期望的环保法庭自成立以来，与理想中的预期反差
巨大，环保法庭遭遇无案可审、案子较少、门庭冷
落和‘等米下锅’的尴尬。”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有关负责人 2011 年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这样表
示（童克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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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在地方法院上的试点，制度
设计上的核心是允许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相
关方针对环境污染者和破坏者发起诉讼，起诉方就
包括来自民间的环保组织，因此它成为了民间力量
寄予厚望的司法保障下的公众参与途径。

但从 2007 年到 2010 年，民间组织提起的环
境公益诉讼成功立案，均是由环保部批准成立的中
华环保联合会发起和参与的，大部分民间自发的环
保组织的参与有限。这背后的原因中，少不了“错
配”因素——有环保法庭的地方，环境破坏事件较
少；有环境破坏事件的地方，很多没有环保组织；
有环保组织的地方，大多没有环保法庭。这个错配
怪圈筑成了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的桎梏。

2.4 21 世纪的环保民间组织：新社会，新角色
中国市场经济近 20 年来的发展，除了创造惊

人的 GDP 发展外，也在这个国家孕育了一批具有
独立精神、行动影响力或资源动员力的社会精英。
这批社会精英为民间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影响。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成立于 2004 年 6 月 5 日，
是由中国近百名企业家发起成立的民间非赢利环境
保护组织，致力于内蒙古阿拉善荒漠地区的生态改
善，并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
责任（SEE 基金会，2012）。该协会后来于 2008
年发起成立 SEE 基金会，成为资助中国本土环境
保护行动的重要力量。SEE 的成立标志着一部分中
国企业家环境意识的集体觉醒。

“我、张醒生等几位企业家，2002 年的时候
去过一次可可西里，当时就看到了杨欣绿色江河的
保护站。”上海美通无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王维嘉是阿拉善生态协会的创始会员，他将
自己环保理念的启蒙归功于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
的志愿者。“当时就觉得沙尘暴治理可以改善北京
的空气。”王维嘉回顾他自己成为阿拉善生态协会
创始会员的初衷，说得非常朴实。但他也觉得这个
偶然事件的背后也有历史的必然，“到了企业家觉
得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了，”他说，“时间可
能早两年晚两年而已，从大的历史尺度来看就是必

然。”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和 SEE 基金会，在八年

的时间里，举办过四届民间自发的环境生态奖评选，
奖励了一大批环境保护的民间力量。SEE 基金会以
项目资助的形式，受理民间环保行动的资助申请并
予以支持，2010 年一年，SEE 基金会的资助支出
达 1526 万元（SEE 基金会，2012）。

SEE 目前的资助目标是推动中国民间环保的行
业发展。“2008 年美国环保 NGO 共有约 2 万家，
全行业年均资金投入为 64.6 亿美元，专职从业人
员不少于 10 万人，较为稳定的志愿者超过 70 万
人。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只有 508 家（含未注册）；
来自中国本土的环保公益捐赠估计每年不足 5000
万元；从业总人数最多不超过 2000 人，30% 的机
构无专职人员。”（SEE 基金会，2012）

作为世界上最有经济实力的两大国家，中国和
美国在民间社会成长上的差距是明显的，这差距背
后除了民间自我觉醒的局限，市场主流力量对民间
社会支持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王维嘉就对中国
企业家参与环保的力度并不认可。“在中国真正关
心社会责任，愿意花时间、愿意花钱的（企业家），
可能还是属于千分之一吧！”

对于中国大部分企业家来讲，首要的发展目标
还是创造利润。“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
的发展，这些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对环境又产生很
大的影响”，马军这样评论，“（它）对环境有一
个巨大的压力，是环境破坏的原因” 。

“但在市场经济之中，也蕴含着一些解决方
案。”面对着市场化背景下的环境挑战，马军对推
动污染的企业自觉进行污染减排有充分的信心。他
相信只要能够利用市场对消费者意见的重视，就可
以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转化为企业整改的动
力。

2006 年，马军发起成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他原本是一位曾任职咨询公司的环境专家，他将高
效、专业的管理风格也带到了他所成立的机构。成
立的这六年间，该中心一共出具过 15 份专业报告。
与以往的公众参与环保主要针对政府决策不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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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环境研究中心更加注重通过环境信息公开的手
段，来影响公众、消费者对企业的认识，从而促成
企业的自主改变来减少污染。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
两个项目分别是 2006 年建立起来的水污染地图和
2007 年发起的绿色选择联盟。

水污染地图，其实就是通过搜集所有政府网站
信息和媒体公开报道中的企业环境违规纪录，制作
成为数据库，并将其定位在电子地图上，让每个
人都可以通过登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网站熟悉
自己身边的企业污染情况（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2012）。

水污染地图离不开中国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的
背景。“比如我们 2006 年起步的时候，当时只有
2500 条企业环境监管记录，现在有 95000 条的记
录，”马军说道，“而这些记录又都来源于政府部
门。”

2007 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环保部颁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第一次系统地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的要求，这两部
行政立法都在 2008 年 5 月 1 日开始正式生效。从
制度上为环境信息公开提供了支持。

在水污染地图的数据基础上，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又和自然之友等其他数家环保组织在 2007 年启
动了“绿色选择联盟”，该联盟截止发布最近一
期报告《为时尚清污》（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
2012）时，已经有 41 家联合机构参与。“在公众
能够获得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再去探索如何让公众
更有效地运用这些信息，因为信息本身也不能制止
污染，必须要有人去运用它。”最有影响力的信息
使用，莫过于 2011 年在 IT 品牌供应商绿色选择调
研过程中，针对苹果供应链污染的调查和披露 ( 公
众环境研究中心等，2011)。绿色选择联盟通过调
查并披露苹果供应商环境问题，促成苹果一定程度
披露了其供应商的问题，并主动寻求解决。（Xie 
Xiaoping, 2011）

SEE 协会的出现和绿色选择联盟的崛起，代表
着人文知识分子之外的社会群体，开始认可通过完
全民间和非盈利的途径来推进环境保护。觉醒的企

业家，通过他们的资助来改变民间环保的格局；而
专业的咨询人员，则采用供应链管理建立品牌、消
费者和污染事实的联系，通过市场压力来影响企业
行为。伴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力量的日趋强大，除
了趋利的冲动可能带来的巨大破坏之外，企业家寻
求社会责任的担当和对消费者意见的重视都带来了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新的可能；

2.5 新媒体时代——公民运动的萌发
2007 年，绿色选择联盟刚刚方兴未艾，尚未

为人所知。当年最为公众所关注的环保事件，实际
上是在厦门发生的 PX 事件。为此，《南方周末》
将“厦门人”这一群体评选为 2007 年年度人物（南
方周末，2007）。在这个事件中，发挥主导作用
的不是环境民间组织，而是由互联网、手机等现代
化通讯工具集中起来的普通公众，他们自发地进行
了有力的呼吁和表达。

厦门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海滨城市，位于福
建省内，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五个经济特区之一。
该城市风景宜人，气候舒适，曾获评“联合国人居
奖”，“全国最宜居城市”等称号。PX, 对二甲苯
（para-xylene），它的生产过程会排放有毒气体，
并且有较大的安全生产的风险。

2007 年，伴随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赵玉芬联合 105 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
议上提出的一号提案“关于厦门海沧 PX 项目迁址
建议的议案”，PX 的概念开始被厦门人所了解。

其实早在 2007 年前，这个项目就一直在低调
地进行各项政府审批。2004 年，该项目获得了国
务院批准立项；2005 年，项目环评获得了国家环
保总局的通过；2006 年，国家发改委核准通过了
PX 化工项目，这意味着一切合法手续都已完成，
然而精英人物的发声，给公众的意识启蒙，带来了
完全不同的后续发展。（王锡锌，2008a）

2007 年 5 月份开始，厦门市民开始收到一条
转发短信，这条短信最早的发出者已经无从考证，
其主要内容是说明 PX 可能带来的危害，并呼吁大
家在 2007 年 6 月 1 日通过集体“散步”来表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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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同期，中国的网络即时通讯软件 QQ 上，众
多厦门市民建立起了类似“还我厦门碧水蓝天”的
群组，从普及 PX 的科学知识，到最终讨论如何用
实际行动“反对 PX，保卫厦门”上来。（刘向晖等，
2008）

最终，在 2007 年 6 月 1 日，数千名厦门市民
走上了街头，以“集体散步”的名义进行游行，表
达反对在厦门建设 PX 化工项目的心愿。

12 月 13 日和 14 日，厦门市政府开启了公众
参与最重要的环节——公民座谈会。超 85％的代
表反对 PX 项目继续兴建。2007 年 12 月 16 日，
福建省政府顺应民意，召开专项会议，决定迁建该
项目。

从事件发展来看，政府态度从不公开不透明不
妥协，到中间的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到后期召开
听证会听取民意，经历了一个难得的转变；民众从
对项目一无所知，到对相关环境知识的了解，到勇
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到最后愿意在制度内进行对话，
经历了一次公民教育的洗礼。在这个过程中，环境
信息得以披露，决策参与得以保障，最终的环境权
益避免了损害。

如果说早期环保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间
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反思，那么厦门 PX 事件，则标
志着普通市民开始基于自己对环境威胁的感知，为
自身环境权益抗争。此后，类似的公众行动愈演愈
烈。

谈到这一点时，冯永锋表示：“这个趋势甚至
让我怀疑，环保组织以后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梁
晓燕也对这种缺位有清晰的感受：“现在有很多的
公民行动并不由 NGO 发起和推动，NGO 在其中
的作用也无足轻重，但是它有另外一种组织形态，
灵活随机的以影响力人物为轴心的组织形态。”

组织化的民间环保团体原本应当成为公民环境
行动的引领者和动员力量，但在中国大量的公众环
境决策影响倡导当中，环保组织却普遍缺位。中国
草根的环保组织，大多受制于注册合法性、工作敏
感性的约束，不能或不敢承担起公众环境运动动员
的责任，使得本应具有紧密联系的民间组织和社区

公众，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经常呈现出毫无联系
和各自为战的尴尬状态。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互联网自媒体
的兴起为中国的非组织化公众提供了一个自组织自
行动的平台，微博的兴起更是将这个平台推到了新
的高度。

2009 年 8 月，新浪微博正式上线，并迅速拥
有了大量的用户群。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2012）
报告表明，“2011 全年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网络热
点事件总计 349 个，2010 年为 274 个，2009 年
仅有 248 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天都有新
的被公众关注着的重要事件在网络上发生着。

尽管基于微博兴起而带动的环保行动也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出来，但是微博的兴起并不能解决一切。
“互联网能在短时间把民意高度聚集，但是事情要
往下走，势必要有人出来和各种利益相关方做真实
的互动。”梁晓燕说，“这种依托于互联网，迅速
起来又迅速消失的方式，对于真正的制度性变化，
推动比较长远的相对稳定的变化到底有多大作用，
我也并不乐观。”

冯永锋也认为，“如果没有环保志愿者、环保
组织的行动配合，这种东西（微博对事件的披露）
最后会沦落到导致审美疲劳，产生大家的厌倦和不
信任感。”

公民对环境议题的自由评论和自由发布并不直
接等于环境公众参与的“美丽新世界”，这种新的
技术平台给线下的志愿者和身受多重限制的环保组
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正在逐步发展为整个社会的
协同行动。冯永锋所在的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
社的一个独立监测项目，就因为抓住了这个结合点，
成为 2011 年最有影响力的公众参与事件——空气
PM2.5 监测及公布——的重要推手。

这个公众参与案例，缘起于 2008 年奥运会。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其位于北京朝阳区的院
内架设了一台监测仪，每天纪录 pm2.5 的浓度，
并在 Twitter 网站上实时发布（冯洁等，2011）。

最开始这个数据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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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公众对空气的感受和政府公布数据的背离，人们
开始质疑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指标是否全面，数据
是否准确。

2009 年 5 月 31 日到 2010 年 6 月 1 日，北京
市民卢广薇和范涛用一年的时间，踏遍大街小巷，
每天为北京的天空拍一张照片，集成《北京蓝天视
觉日记》。根据他们的照片纪录，北京一共有 180
个蓝天，比环保部门的数据少 100 多天。在这个
背景下，公众难免生出疑问。

2011 年 10 月底，一场持续笼罩北京的阴霾，
在微博上掀起了空气质量的大讨论。从地产大亨潘
石屹、留美归国创业企业家李开复、童话作家郑渊
洁等社会名流到普通网友，几乎人人都在微博上议
论美国大使馆自测的空气质量指数与北京市环境保
护局报告之间的差别。阴霾之下，美国大使馆宣布
北京空气“有毒害”，而北京市环保局则说“轻度
污染”。微博“能把相关环保的知识，以一个最短
的时间来普及，又能把公众的意见在最短的时间里
形成一种汇集。”马军这样说道。而这一次，公众
的意见很集中，那就是他们需要更真实可靠的环境
监测数据。

2011 年 11 月，环保部公布了《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意见稿中加入了
PM2.5 的监测项目，但却显示实施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这一消息无疑于在热议 PM2.5 的公众
当中扔下了一颗炸弹，微博上迅速质疑声一片。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则更加直接，他们的员工和
志愿者自发拿起空气检测仪，走上街头，开始自测
PM2.5，并通过网络发布民间信息。冯永锋此前接
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说，既然官方数据千
呼万唤不出来，那么民间自测 PM2.5 总可以的。

到了年底，这场“我为祖国测空气”的行动已
经远远不止停留在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了，来自湖南
的绿色潇湘、湖北的自然之友武汉小组等地方机构
纷纷加入。冯永锋讲到这个行动时说，“一方面要
继续募集更多的仪器，另一方面让大家拿着检测仪
去检测的同时，还要让这些当地人去推动当地空气
质量管理的改良” 。

民间组织实践、意见领袖呼吁，公众发声、国
际经验引领，时至此刻，政府部门的表态，就促成
整个公众参与决策的水到渠成。

2011 年 12 月 26 日， 环 保 部 部 长 周 生 贤 在
2012 年全国环境工作会议上表态：“2012 年在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
会城市开展 PM2.5 和 O3 监测。”最终这个分期
监测的方案，在 2012 年 3 月 1 日获得了国务院的
批准通过。公众关心程度最高的北京、上海和广
州等大城市的空气质量 PM2.5 监测和公布，将在
2012 年正式启动。

在这次实践中，国际经验的引导、微博技术的
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众受教育程度和公民意
识的提高则是社会发展长期积累的成果；意见领袖
的发声，代表了更多社会精英的公共事务参与意识
和胆识；环保组织的监测实践，是组织机动性、创
新性和专业性的展现；而政府部门对民意开放的态
度和及时的反馈行动，最终使得这次公众参与获得
了多方的共赢。

过去 20 年间，民间组织行动、开明执政引导
和公众行动这三条线索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社会整体
推动公众参与的积极力量。这三条线索有时互相促
进，互利共赢，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相对独立，缺
乏联系和互动。如何让这三类进步力量在推动环境
公众参与的大议题下更好地协调配合，将是下一个
20 年留给中国社会和各级政府的重要问题。

3.政策谏言：

3.1 建议取消“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区别管理的制度，建立统一的“社会组织”管理制
度。降低注册门槛，放开募捐资质、会员发展等方
面的限制，促进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在量和质上实现
快速发展。

3.2 加强信息公开立法，进一步扩大环境信息
公开范围。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
息公开办法（试行）》推动了环境信息的公开，但
仍有多部规范性文件限制了公开的范围和方式，应
当在更高层次的立法上予以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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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快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建设，完善配套
支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环境公益诉讼是通
过发动民间自生力量，在制度框架下有效解决环境
纠纷和环境权益救济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民事诉
讼法》草案当中，原告的界定中使用“社会团体”
的说法仍有限制，而且整体上缺乏配套政策和经费。

3.4 改善环境司法“不立案”的不良局面。环
境纠纷频发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允许矛盾进入制度
化的合法救济渠道，只会促成更多矛盾的激化，而
且有悖于法律的尊严和法院的公信力，长此以往将
使司法救济失信于民。

4.小结：20年太长，只争朝夕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公众参与在中国过去 20 年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但中国的土地和河流已经不
能再等一个 20 年了。中国环境面临的现实挑战正
在要求公众参与的强度、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以往，
才可抵消地方行政决策和经济利益捆绑所带来的随

意性的破坏。
过去的 20 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为公

众参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越来越多值得关注的环境
议题和有行动影响力的公民；同时互联网技术的进
步，为这批公民发挥他们积极的影响提供了条件；
专业环境机构的发展，为他们实现了在议题专业和
实践上的补充和引领。如今需要的，只是环境信息
的进一步公开，参与途径的进一步拓宽和给予社会
组织成长更宽松的环境。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中国公民仍然每天面
临着各种类型的环境危机和挑战；但这也是一个
最好的时代，中国的公民社会正经受着重重历练，
成长和发育起来。可以注意到，各级政府也在每
次参与中学习积累，转变角色。可持续的发展，
必须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下的发展，必须是公
众意见得到表达和珍视的发展，必须是决策透明
互相信任的发展，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的是这
样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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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国际妇女运动的推动
和倡导下，1992 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
球峰会上通过的《21 世纪议程》中，有 172 处提
到了“妇女”，并且有专门一章（第 24 章）阐述
了“为妇女采取全球性行动以谋求可持续的公平的
发展”。

在里约会议之后，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包
括 1993 年世界人权大会（维也纳）、1994 年人
口与发展大会（开罗）、1995 年社会与发展大会（哥
本哈根）、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
国际社会就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参与可持续发展，
达成了更多共识，体现在这些会议所制定的行动纲
领以及 2000 年千年首脑峰会（纽约）制订的“千
年发展目标”（MDG）中。

在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陆续出台
了许多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男女平等的相关法律；
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也逐步纳入了有
关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相关指标。中国的妇女非
政府组织，自 1995 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积极
地参与到落实《北京行动纲领》的行动中。以“社
会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主流化”为策略，在研
究、倡导和评估监测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节回顾了 20 年来中国在性别平等与可持续
发展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分析中国在此领域中存在
的挑战，并从公民社会组织的视角提出政策建议。

大事记   

4.4 性别平等                                   

文 | 蔡一平

1．1992 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
《中国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该法将宪法
及其它法律中有关维护妇女权益的规定系统化、具
体化、制度化。

2.  1993 年中国妇女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提出了《90 年代中国妇女发展目标》，主要
有妇女参政、妇女教育、妇女就业、妇女卫生保健、
妇女权益保护、消除贫困等十个方面的内容。

3. 1994 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妇女的状况》白
皮书。中国政府第一次系统地向世人阐述了关于中
国妇女的基本政策和中国妇女的状况。

4. 1995 年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
国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北京行动纲领》和《北
京宣言》。“妇女与环境”是《行动纲领》中提出
的 12 个重点关切领域之一。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在
非政府论坛上主办了“妇女与环境”研讨会，并出
版了《地球 • 女人》一书。会议提出了“将性别
平等纳入决策主流”。

5. 2000 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显示，
除了性别差异外，妇女地位还存在着城乡差异、地
区差异和人群差异。建议将“男女平等”纳入政策
决策，制定有利于性别平等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政策。

6. 2001 年颁布《婚姻法》，其中明确禁止
家庭暴力 .

7.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颁布实施。

8. 2003 年联合国驻华机构发布了《中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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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在
8 个发展目标中，进展可能不顺利的包括：性别平
等、环境保护及防治艾滋病。

9. 2004 年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研究会发布
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府执行（世妇会）“行
动纲领”和“成果文件”的评估报告》。

10.  2005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
法》，其中提出“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并增加了“反对家庭暴力”、制止“性骚扰”等条
款

11. 2008 年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出生
人口性别比开始持续偏高，2008 年达 120.56。这
不仅仅是严峻的人口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其
根源是妇女发展权益问题。之后，在国家的多渠道
治理和干预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缓慢下降，但
仍高出正常值（103 － 107）十多个百分点。

1.综述

随着 1992 年里约会议召开，20 年来可持续
发展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且成为国家制定政治
决策的基本理念。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科
学发展观已经成为“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以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非政府论坛
在北京召开为契机，“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写
入了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国政府陆
续制定和实施了几个《妇女发展纲要》，以实现在
性别平等方面的承诺。然而，从建立理念到付诸实
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中国 20 年的经济快速增
长过程中，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和协调发展
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从性别角度来说，男女两性
在经济收入和土地权益方面的差距正在扩大。这需
要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媒体等携手合作、共同面对。

总的来说，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虽然都列为国
家的“基本国策”，但是从认知程度和执行力度来
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力度、执行力度
都远不及“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等其它基本
国策。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一项有关调查，高
层决策者中对于此国策的认知程度尚有待提高 （全

国妇联妇女研究所，2004） 
在妇女、性别、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上，

中国多年来仅停留在“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的层面，而少有涉及到“社会
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的
层面。前者关注点在于动员妇女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社会发展等各项行动，并认为妇女可以从参与中直
接受益。这些行动的直接目标往往是环境保护和社
会发展的目标，而不是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
为核心。而后者要求在认识到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
角色对两性不同的影响的前提下，对造成性别不平
等的深层的社会和体制原因进行变革，真正理解“没
有性别平等就没有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并将
之纳入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总体规划和行动中，
将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的实现作为衡量结果的重要
指标。

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一方面，20 年来，
包括环保组织和妇女组织在内的民间组织在推进中
国的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及性别平等方面所做的努
力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环保组织的数量有了很大的
增长，其中不少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成员身为女性。
然而将妇女和性别议题作为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重
要关注点的民间环保组织仍然是凤毛麟角。另一方
面，在妇女非政府组织中，关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问题等领域的妇女组织也比较匮乏。并且，工作在
不同领域的各类民间组织之间仍然缺乏跨领域的深
入交流与合作，不同领域间的民间组织的互动有待
提升。只有具备综合地多维度地解读当下发展中的
问题的能力，才能去共同应对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为此，本节提出以下建议：
 ⑴将社会性别的视角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政

策决策中。
⑵加强和支持对性别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的

研究，特别是那些新出现的议题，例如“妇女在绿
色经济中的作用” “气候变化对妇女的健康和生
计的影响”等等。

⑶对在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中取得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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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
⑷对妇女组织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可持续

发展提供更大的政策空间。
⑸应更加关注边缘、弱势及处境不利的女性群

体的利益和发展，例如少数民族妇女、流动和留守
妇女、残障妇女，及女童等。

    
2.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

战——基于多元声音的分析

2.1 困难和挑战
有研究指出：中国妇女在环境保护方面，同时

扮演着三重角色：第一、妇女作为环境问题的制造
者或协从者；第二、妇女作为环境问题的受害者；
第三、妇女作为环境保护运动的参与者（金莉等，
2011）。

20 年来，中国在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领域
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和进展，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
难和挑战。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

2.1.1 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有些方面的
性别差距正在加大。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1995 －
2005）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
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谭琳，2006）。在中
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及性
别差距也在加大。根据 1990 年、2000 年及 2010
年所做的三次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结果显示，男女
的收入差距在城乡都有所加大。中国妇女从事有偿
工作的比例近 70％，远高于 53％的世界平均水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然而，在人均收
入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都居于全国前列
的广东省，女性年收入仅为男性的 60％（广州日报，
2012）。

中 国 的 性 别 发 展 指 数（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GDI）  1997 年 在 世
界的排名为 58 位。2000 年中国性别发展指数为
0.700，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0.706）和中等收入

国家（0.74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东亚的平均水
平（0.710）。2005 年中国性别发展指数为 0.754，
位列世界 177 个国家和地区的第 64 位。这表明，
虽然中国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快速步伐相比，还要继续
奋起直追。特别是在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方面，还
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女性人大代表比例长期徘徊
在 21％左右。女性在村民委员会中的比例仅占 4 －
10％。

2.1.2 妇女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保障不足。
例如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目前妇女

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动力，而她们的土地权益问题还
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甚至在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
中，明确不给本村的女孩分配土地，或者妇女出嫁
后土地就被集体收回。农村妇女所拥有的教育资源
也比男性少，识字率和教育水平仍然落后于男性，
这阻碍了她们在学习新的技术和知识以应对气候变
化所带来的干旱和虫害。一些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
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和制裁，如家庭暴力、拐卖妇女
儿童、强迫妇女进行性服务、溺弃女婴等；就业、
升职中存在的显性和隐性的性别歧视等等，都阻碍
了妇女平等地参与发展和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其他法律中有关妇女权利保
护的条款执法主体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执行和监督
机制。

2.1.3 政策决策中还存在着性别盲点。
性别作为跨领域的总体问题，还没有得足够的

重视，或者说，在相关的政策决策中还存在着性别
盲点。在目前的一些政策、计划和项目中，时常缺
乏性别视角，例如在制定农村发展和扶贫的规划中，
没有考虑到由于劳动力的转移，目前的农村常住人
口中妇女、老人所占比例很高的事实，没有考虑到
妇女所承担的繁重的照料责任，这就难以制定出合
理有效的应对政策，反而把农村发展滞后的原因归
结于妇女的素质低，妇女在农村留守人群中的比例
高。在有些发展规划和政策中，虽然考虑到了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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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但是对于妇女作为决策主体的参与和受益关
注不够。在环境政策制定中，尚缺乏社会性别分析，
以综合考虑全球化和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带
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男女的不同影响。比如
在《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专门有一章关于“妇
女参与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其他各章节中，都没
有提到妇女的作用和参与。在中国的其他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中，也存在着这种割裂的现象，其导致
的结果可能就是将妇女边缘化于发展之外。在可持
续发展问题上，不应仅限于将妇女看作发展的参与
者和贡献者，而忽略了性别歧视造成的妇女所处的
不利地位，而应采用赋权妇女的方法与策略去加以
改变，让男女两性都成为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2.2 多元的声音
2.2.1 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开始纳入国家的政策法律和发展计划中，但是仍然
存在着性别盲点，其领域也有待扩展。目前，仅在
扶贫、人口领域部分体现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战略。

中国 1994 年颁布的《中国 21 世纪议程——
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将“妇
女参与可持续发展”专门列出，并提出了如下目
标：2000 年前制定和公布消除阻碍妇女参与可持
续发展障碍的国家战略，制定、执行有关妇女参与
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公约和行动计划的国家方案，促
进相应领域的国内立法。建立保障妇女参与可持续
发展的执法监督检查机制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
中心，1994）。1994 年，国家环保局和全国妇联
共同召开了首届中国妇女与环境会议，会议表彰了
100 名为环保事业做出贡献的妇女——“妇女环保
100 佳”。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
动纲领》更进一步阐述了性别平等、妇女权利与可
持续发展的关系，“妇女与环境”为 12 个重点关
切领域之一 （联合国，1996）。其中深入分析了
妇女权利、性别平等、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系，强调“妇女对无害生态环境的经验及贡献必须
成为 21 世纪议程上的中心组成部分。除非承认并

支持妇女对环境管理的贡献，否则可持续发展就将
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妇女与环境”“妇
女与可持续发展”的议题正是随着 1995 年第四次
世界妇女大会的筹备和召开而进入决策者、研究者
和妇女非政府组织的视野。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在非
政府论坛上主办了“妇女与环境”研讨会，并出版
了《地球 • 女人》一书，书中收录了近 20 篇相关
文章（中国环境科学学会，1995）。然而在这一阶段，
对这一议题的理解很多时候还仅仅停留在“妇女与
环境的关系”、“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等层面。

21 世纪以来，对于“性别与可持续发展”
的理解不断深入。例如，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2010 年）》中将“妇女与环境”确定为六
个优先发展领域之一，制定了“提高妇女参与环境
保护及决策的程度”这一目标以及相关的策略措施。
同时，也更加关注改变造成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的深层文化和制度结构，不仅需要关注妇女在环境
领域的参与，而且需要致力于提高妇女的受教育程
度，关注妇女的健康和保健，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
系等。

然而，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普遍存
在着性别盲点。即人们通常会认为，不论男人还是
女人，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受益程度是一样
的。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结果和影响对男性与女性也
是同样的，因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性别中立
的话题。实际上很多研究和分析表明，由于妇女所
拥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相对较少，她们在应对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化方面处于更加弱势
的地位；而“妇女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
作用。因此，她们的充分参加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里约原则”第 20 条）（联合国，
1993）

这就需要引入新的视角和理念，将性别视角和
社会性别主流化 纳入决策和行动。它不仅仅是将
妇女看作人力资源，作为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而且
也关注发展中的妇女权益问题，以及如何让妇女在
发展中平等受益的问题。例如《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2010 年）》强调“使贫困妇女成为扶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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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获得者和扶贫成果的直接受益者”。2003 年
国家统计局的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把性别平等列入扶
贫项目影响评估的一个方面，并开始发展分性别指
标。在扶贫政策中，提出关注妇女群体获得贷款的
具体措施；2003 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包含
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条款，加强分性别的统计，
制定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法规等（全
国妇联、中国妇女研究会，2004）体现在人口政
策上；在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及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之后，1995 年国家计生委启动了计划生育优质服
务的社会改革，提供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计划生育
生殖健康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两性在计划生
育生殖健康上的不平等，保障了妇女的生殖健康权
益（解振明，2008）。此外，以降低出生婴儿性
别比为目标的“关爱女孩”行动，为西部贫困妇女
提供健康服务和扶贫支持的“幸福工程”、“母亲
水窖”等项目，也都将妇女发展和妇女权利作为出
发点。

2.2.2 环境与妇女的研究开始起步，其议题和研究
方法不断扩展，从最初的集中于“环境对妇女的影
响”到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可持续发展，并出现了公
民社会参与的行动研究。但是，在这一领域中，尚
有许多议题有待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1990 － 1995 年是“妇女与环境”研究的起
步阶段，从 1995 － 2000 年，相关研究进入了深
入发展阶段，出现了新的特点，表现在：（1）研
究视野从本土走向国际；（2）研究领域从单一的
自然科学走向与社会科学相结合；（3）运用社会
性别理论加以分析；（4）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
环保工作者相结合，多学科的视角。研究议题包括
了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妇女健康与环境、妇
女教育与环境、妇女参与环保决策、特殊妇女群体
与环境等方面（周伟文、侯建华，2004）。

近年来，关于社会性别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
研究更进一步拓展，特别是与民族文化、民族社区
发展、自然资源管理、公共健康等领域联系起来分
析，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知识。这些研究有许多是

由公民社会组织来发起和承担的，研究的成果也直
接回馈于社区。这方面的成果包括收录在《独木成
林——案例研究与社会性别主流化》（赵捷、王俊，
2011）、《社会性别与可持续性发展》（和钟华，
2008）二书中的相关文章。其中记录了发挥妇女
在草原保护中的作用、农村社区发展中的妇女参与、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少数民族文化的演变和传承等
议题。随着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贸易、性别与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也进入了关注的领
域。

但是这些研究还远远不够。在性别、环境和可
持续发展领域，还有很多议题有待深入研究。例
如：环境对女性健康的影响，贸易、环境与性别的
关系，边缘和弱势群体妇女与可持续发展等等。特
别是需要以社会性别视角去分析这些相关议题的交
叉关联。例如环境和气候变化对妇女的健康和妇女
的生计产生了怎样不同于男性的影响。再如在气候
变化引起的人口流动中，男性和女性如何受到不同
影响？女性面临着哪些不同的困难和挑战？例如更
多承担家庭照料负担，很难外出流动或选择另外的
生计等等。

除了一些新领域有待开拓，人们也在反思一些
原来认为是有效的促进妇女发展的做法，例如有批
评者认为以妇女为主体的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增加了
妇女的劳动负担；妇女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却无法
完全自主地控制项目的收入；贷款的利息过高；对
小额贷款作为扶贫手段的关注并未改变不平等的性
别权力关系，也使政府忽视了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
社会政策中对于妇女的权利受损的状况，等等。

重要的是，需要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培养公民
社会组织的行动研究能力，并将这些研究的成果转
化为政策决策，使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真正受益。

2.2.3 初步建立了多机构合作和民间组织参与的伙
伴关系，但是在其中，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妇女
组织的参与有待加强。

实现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多机构参
与的伙伴关系。其中既包括联合国系统、国际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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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组织、各个相关的政府机构，也包括草根和社区
组织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以及媒体等。在中国，民
间组织，特别是其中的妇女组织、环保组织、社区
发展组织，在这个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些联合国机构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IFAD）、妇女发展基金（UNIFEM）、
香港乐施会（Oxfam Hong Kong）、行动援助

（Action Aid）等机构，都与中国的项目伙伴一起，
开展了促进妇女参与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
项目。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国家林业部同全国妇联共
同实施了“三八绿色工程”，全国每年约 1 亿城乡
妇女参与义务植树、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和小流
域治理（全国妇联、中国妇女研究会，2004）。
1997 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妇女中开
展了“妇女 • 家园 • 环境”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全国妇联也由此被联合国环境署授予全球“500
佳”荣誉称号。2003 年 6 月两家又联合开展了历
时两年的“绿色家庭”系列宣传活动，号召 3 亿 4
千万家庭积极行动起来，创造绿色生活。

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环境保护队伍。据统
计，国家环保总局及直属单位中，女性占职工总数
的 36.7%，近年来各级环保部门中大部分都有女性
担任领导职务。在民间环保组织中，也活跃着很多
女性，其代表有“绿家园志愿者”的发起者汪永晨
和“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的创办者廖晓义，
她们获得了国内国际的环保奖。还有很多普通的妇
女，凭着保护家园的朴素信念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战
在环保第一线，如在毛乌素沙漠边缘植树的陕西农
妇牛玉琴、在内蒙古沙漠中植树的殷玉珍、从自费
回收旧电池开始的民间环保大使田桂荣等。民间的
妇女组织，也活跃在可持续发展的领域中，并将性
别平等和妇女权益作为工作的重点。关注农村妇女
的发展和权益、文化多样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妇女健康问题、妇女赋权和社区发展等议题，并关
注救灾减灾和灾后重建中关注妇女的权益和需求，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囿于一些政策和财政资源的限制，很多

组织尚未发挥出他们应有的贡献，特别是一些草根
组织和社区组织，需要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和扶植。
公民社会组织也在参与的过程中意识到亟待提高自
身加强政策倡导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对环境与发展、
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分析和倡导能力。

案例一：以科技赋权农村妇女

陕西省农村妇女科技服务中心自 1992 年开始
在陕西贫困山区淳化县、白水、宁强、略阳等地开
展科技扶贫项目。通过社会性别敏感的参与式技术
培训、合作社培训、社会性别与领导才能培训等，
及提供部分有偿的生物肥料与农药等农用物资，使
贫困的农村妇女自信心增加，参与到社区发展管理、
决策、监督与评估中，提升了无公害环保生产能力。
项目提供的有偿资金成为社区发展和小额贷款的本
金，由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基金管委会负责（其中女
村民至少 1 人，有的基金管理小组全部是女性），
在社区发展和妇女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药
化肥使用减少了 50% 以上，收入提高了 2 － 3 倍，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了 5 个，开拓了福建、西安、
宝鸡等超市。男村民由以前看不起女村民到现在佩
服她们，还有四个女村民竞选上村干部，其中一人
竞选村长成功。

案例二：强化妇女在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中的作用 

（联合国中国社会性别研究和倡导基金，2009）

在联合国社会性别主题组所设立的“中国社会
性别研究与倡导基金”的支持下，水利部农村水利
司灌排中心于 2007 － 2009 年进行了“强化妇女
在农村引用水源地保护中的作用”项目。这个项目
在贫困缺水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旨在提高项目
受益群体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以及保护农村水源地
的意识，并且鼓励妇女积极参与到水资源管理和卫
生活动的各项活动，改变她们传统的用水习惯，降
低对农村水环境的污染。

项目在研究调查中发现，妇女在水资源管理方
面的知识非常贫乏。于是项目通过制作卡通宣传画
的形式，向社区中的农村妇女进行宣传，提高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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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性别意识，提高了项目所在社区群众的保护
水资源的知识和意识。一些农村妇女还当选为水资
源协会的委员，积极参与到水源的管理中。此外，
70 名当地的政府官员和村干部接受了性别平等意
识的培训和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农村应用水源地
保护的相关培训。95 名当地村民接受了性别平等
和村民参与保护农村饮水源保护的培训。项目散发
了 2000 份图文并茂的卡通宣传画，内容包括性别
平等、《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保护农村水源地应该如何去做等内容，受到村民们
的热烈欢迎。一些妇女还把这个宣传画作为孩子们
的故事书。在项目地——宁夏灵武县，水利局出台
了文件，鼓励妇女参加到所有的农村水源地保护和
国家灌溉项目中去。

案例三：促进妇女参与，减少农药和杀虫剂的危害

7

女性与生态（Eco-Women）是一个以女性为
核心、女性自愿参与、自主决策的网络工作组，成
立于 2001 年。

近年来，农药污染和化学污染日趋严重，由此
引起的一系列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工作组以“农药
危害与女性健康”为切入口，与政府、学校、非政
府组织和社区密切合作，提高女性和儿童等对于环
境污染危害健康的认知程度。工作组翻译和出版了
《农药与乳腺癌》一书，得到了农业部和卫生部官
员的肯定，并将其理念应用在农业科技推广政策的
制定中。

2003 － 2006 年，女性与生态工作组在云南
省大理洲的洱源县陈官村开展工作。针对人们缺乏
对农药使用风险的认识，工作组在当地社区组织培
训了女村民，辅导她们监测农药的使用，同时学习
和使用当地的田间本土方法进行杀虫，以减少农药
的使用和危害。在工作组的帮助下，陈官村的农民
组织了“农民学校”。目前，当地的项目骨干积极
地投入到生态农业的发展中，还帮助其他农民参加
生态农业，直接向政府申请资助、介绍生态农业项
目，根据农民的需要组织培训（每年至少六次），

建立妇女小组清理留在田间的农药包装袋，组织与
昆明及泰国等地的农民进行交流，参观那里的生态
养鸡场。2008 年，陈官村被大理州政府评为“生
态农业示范村”。

3.政策建议

3.1 将社会性别的视角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决
策。

应该在有关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各
个领域的决策中纳入性别的视角。认识到妇女不仅
是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如
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殖健康影响、人口流动导致的拐
卖、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的脆弱性、妇女的无酬家
庭劳动、照顾和护理负担等；而且妇女也是可持续
发展的参与者与促进者；更应该成为平等的受益者。

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培训中，增加可持续发展
和性别意识的教育，提高决策者对两性平等、消除
贫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关性的认识。

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环境政策和方案主流，对
环境政策和方案进行社会性别分析，评估已有的政
策是否考虑到环境变化对男女不同的影响，根据不
同性别的需求制定促进两性平等参与和受益的策
略，确保妇女有机会参与到环境项目的决策、管理、
设计和规划中。

3.2 加强和支持对性别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的研
究，其相关成果应该成为决策的参考依据。

在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领域，还有许多议题
亟待研究，那些新出现的议题，例如“妇女在绿色
经济中的作用”、“气候变化对妇女的健康和生计
的影响”等等。一些议题尚未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应该成为相关决策的参考依
据。

3.3 对在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中取得的经验
和良好做法加以总结和推广。

如前所述，在性别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内，还有
很多相关议题有待研究。同时，在这一领域内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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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良好时间和做法，例如在本节的案例研究中
所列举的部分成功的经验，应该得到相关决策者的
重视，并加以总结和适当推广。

3.4 对妇女组织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可持续发
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正如《21 世纪议程》中所指出，应该在政府、
社会各部门和各个公民之间建立起新的公平的合作
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中国，
政府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为
了建立起更有效的伙伴关系，政府应该为公民社会
的参与在政策和资源分配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例如，
建立政策咨询的渠道和机制，倾听公民社会特别是
妇女组织的建议和呼声。

与此同时，公民社会组织也需要提高自身能力
建设，特别是加强环境与发展组织、妇女权利组织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应对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带来的
多重挑战。

3.5 应更加关注边缘、弱势及处境不利的女性群体
的利益和发展

中国目前还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
农村妇女所能获得的培训和学习机会与资源都相对
较少，尤其是在山区、牧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妇女的文盲率较高，有些妇女极少有机会到外面走
访学习，外面的知识、技术又很难传播到这些地方。
而这些地方的村民又往往非常依赖当地资源和农业
生产，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和病虫害大量爆发，
村民缺少应对策略。因此，应该加强对山区、牧区
及贫困地区女性的培训和支持，给她们提供更多发
展机会，与此同时，在收集整理社区传统知识的基
础上，需要发展气候适应技术，并保护传统知识和
当地农业生物多样性。

4.  小结

综上所述，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才是公平、和
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妇女所做出的贡献和她们
的诉求不该被社会和政策决策者所忽视。中国已经

对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承诺，并正在认真
履行。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政府与公民社会、妇
女组织的携手合作，在以下方面共同努力：

  4.1 将社会性别的视角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
政策决策。

4.2 加强和支持对性别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
的研究，特别是那些新出现的议题，例如“妇女在
绿色经济中的作用”，“气候变化对妇女的健康和
生计的影响”，等等。

4.3 对在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中取得的
良好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

4.4 对妇女组织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可持
续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4.5 应更加关注边缘、弱势及处境不利的女性
群体的利益和发展，例如少数民族妇女、流动和留
守妇女、残障妇女，及女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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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章从改革转变的角度，以中国工业发展和资
源现状为立足点，对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回
顾。指出了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如何在既定自然、经济环境中进行工业转型、保护
环境、节约能源和资源，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实现
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转型既是中国工业转变增
长方式的内在要求 , 也是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
手段。实现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民间、企
业和政府共同行动，通过宏观政策，激励制度和行
业战略，实现工业的绿色转型。本章还给出了中国
工业绿色转型的政策建议，希望在国家工业转型规
划的指导下 , 协调各地区、各行业绿色转型的责任
与义务 , 充分体现各地区转型意愿和条件的差异 ,
为中央和地方出台工业绿色转型的扶持政策和保障
措施提供依据。同时 , 应加快工业结构调整 , 加大
绿色投资力度 ,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构建绿
色工业体系 ; 优化能源结构 ,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在政策制定中还应该考虑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
展，并增加绿色产业的人才储备。

大事记

1.1995 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转
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得到重
视。

2.1998 年 1 月 1 日零点，淮河零点行动开始。
是中国整顿流域内工业污染的里程碑。

3.2002 ～ 2005 年期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

4.5 实现可持续工业——工业绿色转型

文 | 徐嘉忆 | 张绪彪

度增长，继续恶化。
4.2003 年 1 月 1 日，《清洁生产促进法》开

始执行。清洁生产不仅使环境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
善，而且使能源、原材料和生产成本降低，经济效
益提高，竞争力增强。

5.2003 年，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工业
增加值占世界 22.0%，超过美国占世界的比重 ( 为
16.5%)，成为世界第一。

6.2007 年 6 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领导小组，并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
家方案》。

 7.2008 年底起，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对中国
制造业的冲击延续至今。

8.2009 年，中国“四万亿”扩大内需的投资，
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使高耗能产业的产能过剩
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9.2009 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
经济促进法》开始实施。“减量化”、“再利用”、
“资源化”，成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主线。

 10.2011 年 12 月 30 日 国务院印发《工业转
型升级规划（2011-2015 年）》，第一个提出工业
整体转型升级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重点任务、
重点领域发展导向和保障措施的规划，对加快我国
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1.综述

工业一直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
力。如图 1 所示，自改革开放以后，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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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与国内经济的增长基本呈正相关。根据国家
统计年鉴（1992-2010），1992 年 GDP 增长率为
14.2%，工业贡献率为 8.2%，而当年工业的年增
幅几乎是 GDP 增长的两倍，为 27.1%。即使在 92
年之后工业的增长率出现了下滑，仍然不影响它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2010 年 GDP 增长率
为 10.4%，工业贡献率为 5.1%，而工业年增幅为
18.95%。工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体现
在其产值上。1992 年，中国工业产值为 10284.5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8.2%。到了 2010 年工
业产值为 160867.0 亿元，规模超过 92 年的 10 倍。
工业在 GDP 中依然占有最大比例且略有提升，为
40.1%。2010 年，在我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
几乎所有工业行业的增长率都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10.3% 的增长率。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
时期内，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即使不提高也不
会显著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011）

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保证占经济比重
最大的工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是实现环境保护
和人民生活与健康的基础性保证。2008 年 8 月，
联合国环境署倡议全世界积极发展绿色经济。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也将“绿色经济”作为里约峰
会的主题，表示绿色经济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所以，工业的绿色转型也就成为实现中国
可持续工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绿色
经济的概念下，结合工业的生产要素，绿色转型是
工业迈向“能源资源利用集约、污染物排放减少、
环境影响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增强”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011）。自 1992 年第一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召开到现在，中国在工业的绿色转型上已有尝试。
结合中国工业的现状以及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几
大工作重点，本文对于中国绿色转型工作回顾集中
于三方面：从对已有产业调整的考虑来说，整顿高
耗能高污染企业及淘汰落后产能；从生产过程来说，
促进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从对于工业的结构调整
来说，对绿色产业的扶持。

1.1 整顿高耗能高污染及淘汰落后产能：单一的行
政手段效果有限，需要增加市场机制

工业指从事自然资源的开采、对采掘品和农产
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其中包括食
品加工这样的轻工业，也包括了炼钢采矿等重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局，2012

图 1 1978 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和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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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国对于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非常依赖。我
国重工业占工业产值比重从 2000 年的 60. 2% 提
高到 2009 年的 70. 5%，超过日本、德国、美国等
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曾达到的峰值（蓝庆新、韩
晶，2012）。2009 年，我国工业能耗占全国一次
能源消费的 71. 3%，其中高耗能行业占工业能耗
的 80% 左右。除了耗能，高污染也是重要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被酸雨污染的国土达到近
三成，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
染的空气。2008 年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由于城市
工业污染，我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200 条河流
409 个断面中，一类至三类、四类至五类和劣五类
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 55. 0%、24. 2% 和 20. 8%。
大的污染事件层出不穷，形成严重影响的有淮河流
域的大面积污染、松花江污染、沱江污染、太湖渤
海滇池蓝藻事件以及最近的紫金矿业、云南铬渣污
染。

在刚过去的“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明确提
出了“节能减排”目标和定量指标，但没有实现“经
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全国累计淘汰落后炼铁产能
1.2 亿吨、炼钢产能 7200 万吨、水泥产能 3.7 亿吨、
焦炭 1.07 亿吨、造纸 1130 万吨，占全部落后产
能的 50% 左右。2011 年，18 个工业行业淘汰落
后产能工作进展良好，截止到 9 月底，2255 家企
业 2011 年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已经完成 90%，其中
70% 的落后生产设备已经拆除。电解铝、平板玻璃、
煤化工等产能过剩行业调控力度加大。早在“九五”
期间，对于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治理早已开始，比
如最为著名的淮河“零点行动”。不论是哪种行动，
都以单一的行政手段为主，没有给企业市场信号。
通过单一行政命令执行确实可以简单高效地在短期
内关停一批企业。但是由于行政手段中企业处于被
动，不如价格信号能强烈地告诫企业不可为之。从
长期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彻底地让高污染高耗能企
业离开。以淮河治污为例，在零点行动过后，环保
部门宣称经过检测，淮河水质达到三类标准，基本
符合环保要求——这个结论曾经让人欢欣鼓舞、心
潮澎湃。但是在经历了十年，高达 600 亿元的治

污费用投入后，2004 年 7 月，环保总局又发出防
止淮河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的紧急通知，十年治污似
乎回到了原点（新华网，2012）。它暗示着，许
多高耗能、高污染的小型企业已经死灰复燃，依然
存在。这对今后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是一个动员令。
过去，我国淘汰落后产能主要靠行政手段，今后则
要更多地依靠环保标准和市场准入／退出机制，采
用经济的手段关、停、并、转落后企业和产能。

1.2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潜力大，抓落实
自 1970 年代以来，中国的自然资产净损耗在

全世界占比迅速上升——2005 年超过欧盟，2008
年超过美国，2009 年超过俄罗斯，居世界首位。
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代价，是成为
全世界头号的环境牺牲地。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从
本质上说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减少废
弃和有害物质的排放。

“十一五”期间国家有关部门、地方工业主管
部门、行业协会、中央企业集团等共同努力，认真
贯彻落实《清洁生产促进法》，进一步加大钢铁、
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清洁生产
推行力度，实施了一批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先后发
布了聚氯乙烯等 22 个重点行业的 134 项产业化示
范和应用推广技术，显著提升了行业清洁生产和污
染预防水平，有力促进了工业重点行业污染物减
排。工业化学需氧量及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下降
21.63% 和 14.02%，累计消减化学需氧量 120 万吨、
二氧化硫 304 万吨、氨氮 25.2 万吨。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由 2005 年的 55.8%
增加到 2010 年的 69%，超额完成“十一五”规划
提出的综合利用率 60% 的目标。钢渣高温熔渣快
速粒化、尾矿生产加气混凝土、高压立磨等一批用
量大、成本低、经济效益好的综合利用技术与装备
得到了较快发展（国务院，2012）。全国规模以
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从 2005 年的 2.59 吨
标准煤下降到 2010 年的 1.91 吨标准煤，五年累
计下降 26%，实现节能量 6.3 亿吨标准煤，以年均
8.1% 的能耗增长支撑了年均 11.4% 的工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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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36.7%，超过了规划纲
要确定的 30% 的目标。

近年来，虽然我国工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有了一
定程度的改善，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以美国为例，2005 年美国工业能耗强度为 5. 96 
吨标准煤 / 万美元，2009 年下降为 5. 12 吨标准
煤 / 万美元。若按 2009 年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
计算，美国工业能耗强度约为中国的 37%，可见
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工业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存在着明
显差距。中国工业提高生产效率的潜力很大。关键
的问题是要抓好各项政策的落实，改进技术，提高
技术创新能力，改善设计，注重质量，充分利用自
动化、信息通讯技术，整体提高生产效率。

1.3 发展绿色产业：技术创新和人才发展同样重要
2011 年，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新能源汽

车示范推广、淘汰落后产能等重点工作进展顺利。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11 月份，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6.5%，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2.5 个
百分点。25 个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示范城市试点
工作全面展开，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已开始进入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运行局，2012）。通过工业企业采用节能环保技
术及相关设备， 对技术升级换代进行绿色投资 , 包
括节能投资和环保投资。先进适用的节能环保技术
大量应用于工业部门 , 是“十一五”期间工业能源
效率提高和工业污染物排放较低的主要原因。可以
预计 ,“十二五”时期至 2020 年技术进步将会在
工业绿色转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的绿色产业发展还存在两点问题：
第一是对于绿色新兴产业的发展，继续传统的

制造业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绿色”。以太阳能产业
发展为例，要使得太阳能得到应用，就首先要制造
太阳能电池板 (PV 板 )，制作这种电池板的主要物
质是单晶硅，利用它的光电传导效应，将光能转换
为电能。而高纯度的单晶硅是从多晶硅中加工而得
到的，这是获得单晶硅的一种既节约成本又可行的
办法。然而在多晶硅的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十几种

危险及有害的物质，包括氯、氯化氢、三氯氢硅、
四氯化硅、氢氟酸、硝酸、氮气、氟化氢和氢氧化
钠等物质，这些物质对环境和人体都存在巨大危害。
而且，太阳能的广泛利用，不仅仅是多晶硅生产过
程中的有害物质污染环境，而且，城市中光伏电池
的表面玻璃和太阳能热水器集热器在阳光下反射的
强光，还会形成光污染。如此多的污染物使让太阳
能的“清洁”染上了污点。

第二是为实现这真正的绿色发展，必须突破人
才的瓶颈。有相关知识、技能以及意识的人才，即
所谓的“绿领”，非常重要。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的统计，近十年来，直接从事环保工作的员工从
460 万人激增到 1800 万人，而间接服务于环保方
面的员工则从 1000 万人增至 5500 万人。在此期
间，垃圾回收、处理、加工和营销部门吸收就业人
数增长最快，平均每年增长 25％～ 30％。因此，
许多国家看好环保产业的发展前景，将实施“绿色
就业”战略作为缓和本国就业压力的重要举措之一。
在 2010 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雇主组织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共同发起“绿色工
作倡议”。绿色工作的理念阐释了经济向环境可持
续发展、低碳、适应气候变化并提供体面劳动模式
的转型。其目标是减少企业和经济部门对环境造成
的负面影响，达到可持续发展，同时保障安全健康
的工作条件。因此，绿色工作体现了环境可持续发
展与体面劳动的双重理念。

未来中国的工业绿色转型确定了未来五年工业
转型升级的主要目标《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
2015 年）》。“十二五”期间，工业保持平稳较
快增长，全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８％左右，工业
增加值率较“十一五”末提高２个百分点，全员劳
动生产率年均提高１０％；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加，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
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１％，；产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占工业
增加值的１５％左右，规模经济行业产业集中度明
显提高，主要工业品质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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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较“十一五”末降低２１％左
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３０％。（国务院，
2011）从总体目标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向
绿色工业转型的决心，但是在具体落实上希望可以
对存在的问题引起重视。

2.中国工业绿色发展之路与挑战——来自民间的评

价

通过对政府、学者、NGO、工业企业、金融机构、
公众六方人群的访谈，可以发现中国工业的结构性
矛盾仍很突出 , 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 面临着一系列
与现行的体制机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和挑战。具体表
现如下：

2.1 以 GDP 为导向的基本价值观念、尚不健全的
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使工业绿色转型落实的阻力

工业绿色转型是一项高投入、见效慢的长期工
程。虽然从长期角度来看效益大于成本，但是短期
内淘汰落后产能带来的 GDP 损失和对绿色产业的
前期投入都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决策中建立系统思
考的全局意识。以 GDP 为导向的晋升机制是相对
单一的激励方式，在这种考核机制下 , 政治晋升的
压力导致政府官员往往忽视长期效果而注重短期目
标 , 即在任期内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增长。以往追求 
GDP 的一些地方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政绩起到了很
大的示范效应 , 而中西部地区也在承接东部产业转
移中尝到了甜头 , 这使得不少地方政府“十二五”
时期仍有追求 GDP、追逐重化工大项目，特别是
引进大型国有企业的强烈意愿和动力。

要顺利实现工业绿色转型目标 , 产业结构调
整、节能环保技术应用等会对高耗能、高排放工业
行业 (“双高”行业 ) 的就业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此外 ,“双高”行业及其上下游行业劳动者收入和
消费会因为行业增长受阻而受到影响。根据潘家华
等 (2009) 的研究 ,2005 年到 2020 年火电产业实
施节能减排政策将导致就业岗位减少 80 万个（潘
家华，2009）。但同时，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升级
脱硫技术等，就业的净效应将增加 440 多万个岗位。

总体上，电力行业需要加强转岗培训以及向低碳能
源的转型。帮助双高行业的失业工人再就业和绿色
创业。

受访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们认为，目前 , 中央与
地方政府在转型升级中面临的压力实际上是不对称
的 , 中央政府不仅要考虑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风
险以及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 , 还要承受来
自国际上越来越大的压力 , 而中央政府的这些压力
仅靠节能减排指标和环境问则制来传导 , 最终很难
将地方政府推向工业绿色转型的轨道。受访的制造
业企业家表示，绿色转型的投入成本过高，而当前
的市场经济形势不允许过高投入。受访的金融投资
界人士表示，一个工业企业的绿色表现并不影响他
的投资决定。受访的公众和 NGO 则更关注企业产
生的污染和对消费者健康的影响。那么，重要的问
题是，如何才能促进绿色工业转型所涉及的各利益
相关方形成一套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机制，而
不是中央政府和环保机构一头热的局面。

从静态的全社会资源配置角度看 , 增加工业部
门节能环保投资 , 不管其资金来源如何 , 都会导致
其他领域的投资相对减少。由于节能环保投资的收
益有相当一部分无法货币化 , 因此从国民收入统计
上看 , 工业节能环保投资，尤其是环境污染治理投
资的经济效益要低于生产性投资。如何说服投资方
以一种负责任的投资来发展绿色工业，是非政府组
织需要努力的事情。由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发起
的新经济中国项目，就是从投资的角度，促进中国
的绿色工业投资。如何说服制造企业以一种负责任
的方式来分配生产资本向绿色转型，也是民间机构
可以努力的事情。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起的“绿
色选择”倡议，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利用他们的
购买权力根据生产企业的环境表现做出绿色选择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2）。

2.2 资源缺乏合理定价，绿色工业转型的市场手段
有待权衡

当前资源价格的定价机制是很不合理的。目前，
在我国，在要素资源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中 ,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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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市场化定价的手段在发挥作用 , 这种现象导致要
素价格扭曲，从而阻碍了工业转型升级。由于要素
资源长期使用非市场化定价手段 , 价格信号对企业
微观主体的引导作用呆滞或时滞 , 致使企业缺乏动
力转变经营方式或改进技术。尽管近年来要素资源
价格上涨幅度较大 , 但是价格传导需要经过一段时
间才会引起企业下定决心进行自主的绿色转型。

长期以来 , 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地
区之间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 导致生态脆弱或资源
富集地区的利益长期受损 , 丧失了地区经济发展的
机会。如资源开采的环境成本未按市场机制定价并
纳入到原材料成本核算之中 , 致使原材料价格长期
偏离于市场价格 , 下游企业或消费者无法对这种价
格扭曲行为做出调整 , 难以树立“绿色消费”理念。
另外 , 中国工业尚未形成绿色增长核算体系 , 也没
有出台具有市场调节作用的政策工具 , 如碳税 , 造
成环境治理成本长期被低估 , 而且节能减排设备投
资的税收政策不配套 , 企业缺乏采用先进技术和生
产装备的微观激励。理顺自然资源价格还应考虑资
源开采带来的环境成本 , 但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国
家制定的资源税率太低 , 远低于环境实际治理成本 ,
低税率难以抵补环境损害 , 遏制采掘企业破坏环境
的行为。

受访政府官员和学者表示目前已有多种推动绿
色工业转型的市场手段，包括政府补贴，技术推广
等，但在实施过程中企业更多的是依靠“志愿 ”
原则，而不是被市场推动。总体来说，绿色工业的
成本要比传统粗放工业的成本大很多。

受访企业表示，如果要素资源价格上涨过快 ,
会使一大批中小企业因在短时间内难以承受价格上
涨的压力而倒闭 , 这些企业将失去参与绿色转型的
机会。而在短期内要将成本升高转向消费者，除非
行业整体行动，否则会使企业产品失去竞争力。

对于公众来说，长期习惯于低价工业商品的消
费模式，很难适应因资源价格上涨而带来的消费行
为的改变。推动工业向绿色经济转型 , 改革能源资
源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能效标准等是必不可少的措
施。然而 , 这些措施很可能会提高能源及用能设备

的价格 , 从而对贫困人口造成不利影响，这主要是
因为 , 与高收入人群相比 , 贫困人群在能源及用能
设备上的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重更高 , 因而受能源
及用能设备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大。为了减轻贫困人
群所受影响 , 政府需要采取或对贫困人口进行补贴 ,
或对能源及用能设备提供者进行补贴 , 降低贫困人
群消费能源产品和用能设备的成本等措施。至于补
贴额度的高低则视政策强度而定 , 受访者认为难以
给出具体的数据。

2.3 在绿色产业发展中对中小企业扶持不足
在近年来相继出台的绿色经济“利好”政策推

动下，绿色产业的中小企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
期”，他们也被称为“绿色中小企业”。以节能
行业为例，2011 年我国节能服务产业总产值突破
千亿元大关，节能服务公司的数量达到 3900 家。
而 2005 年这两个相对应的数字分别是 47 亿元和
76 家公司（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
2012）。作为国家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首的节能
行业，其以新企业和小型企业为主要构成的产业特
征也代表了绿色产业各行业的发展特点。由此可见， 
绿色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加快自主创新能力、创
造就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生力军。我国要
实现“十二五”规划的设定指标，实现产业升级和
绿色转型，绿色中小企业必将成为积极的践行者和
推动者。绿色中小企业的“双绿”属性既是他们发
展的优势同样也成为他们需要被扶持的原因。所谓
“双绿”，指评估企业通过向市场提供绿色产品和
服务所创造的环境效益，和评估企业在自身运营中
的环境表现，如碳排放管理、水管理等。在目前的
经济环境下，绿色中小企业节能减排的潜力和影响
力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整体发展也尚不规范。

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是一直关注中国绿色中
小企业的民间机构。今年年初，它发布了《绿色中
小企业影响力报告》。该报告来源于该机构的“影
响力典范活动”，所入选的企业均为 2010 年营业
收入在 3 亿元人民币及以下的企业。涉及的七大
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节能、水资源管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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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防治和废弃物管理、环境友好型新材料和新工
艺、土地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些企业
都通过创新性的技术、产品或商业模式，对环境的
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报告反映，绿色中小企
业受政策影响比大中型企业要大。在政策大环境趋
好的形势下，绿色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较快。近几年，
随着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出台，催生带动了大批绿
色中小企业的发展，参与调研的绿色中小企业样
本 2008- 2010 年的平均总资产增长率、营业收入
增长率和税前利润增长率分别为 204%，315% 和
94%。政策作用方式的不同导致绿色产业各行业发
展不均衡。由于政策的支持力度、推动方式和行业
发展特点不同，各行业也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
以鼓励性、引导性为主的法律法规对行业发展的促
进作用远大于以限制性为主的法律法规。

正是对于政策的敏感度较大，所以政策对于绿
色中小企业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在对企业家的访
谈过程中，企业家们提出了对于目前绿色产业政策
中对于他们发展的三个问题：

⑴部分政策申请门槛过高，对绿色中小企业挑
战大。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节能环保的日益重视，无
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出台了有关的专项
资金、补贴和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以促进绿色产
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但相关政策在执行环节缺乏可
操作性，甚至方向上的偏差，有些政府补贴申请的
门槛过高，而且有对大型企业优先的政策倾向。

⑵ 融资难问题在小微型绿色中小企业群体中
更加突出。大多数绿色产业的小微型企业由于所在
行业的产业链不完善、自身“轻资产”的特质而很
难通过银行传统的贷款评估，加上银行对节能低碳
技术的认知度不够，和对中小企业金融管理水平的
不足，更增加了贷款难度。

⑶ 信息不对称是绿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面临
的一个主要问题。绿色中小企业在政策信息来源的
获得方面和相关政策信息的传递方面没有合适的渠

道。一方面，企业在政策信息来源的获得方面存在
问题：企业了解政府扶植政策以及相关补贴、奖励
和税收优惠信息时，只能依赖于政府体系及其相应
协会，而政府体系和相应协会信息发布的渠道和及
时性方面不足以应对这些中小企业的需求；另一方
面，这些企业在相关政策信息的传递方面没有合适
的渠道。如企业对政策不能做到完全了解和清楚并
有效地传播，那么企业在该行业的发展中必然受到
制约及影响。

3.站在全球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中国工业的绿色转型不仅仅是本国的重要决
策，在全球的经济、环境以及社会事务中也会产生
重要影响。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工业增加值
占世界比重，由 1980 年的 4% 上升到 2003 年的
22.0%，也超过美国占世界的比重 ( 为 16.5%)，成
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不少重要的工业产品
产量占世界总产量比重迅速上升，跃居世界前列。
2010 年，中国粗钢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44.3%，
水泥产量占世界总产量 60%；煤炭产量占世界总
产量的 45%；化纤产量占世界 42.6%；玻璃产量
占世界 50%。中国还为世界生产了 68% 的计算机、
50% 的彩电、65% 的冰箱、80% 的空调、70% 的
手机、44% 的洗衣机、70% 的微波炉和 65% 的数
码相机、25% 的汽车、41.9% 的船舶，等。基础
工业产能和具体产品的表现一样出众（新华网，
2011）

中国的土地、原材料和人工等生产要素价格上
涨，令中国制造业的前景堪忧，并使部分投资者将
眼光投向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升级向产业
链高端进军的积极号召，更让世人相信：那些从中
国转移出去的工业企业会被转移至自然资源丰富且
劳动力更廉价的发展中国家。但就目前全世界的工
业规模、消费需求和企业竞争力综合来看，中国会
有比较长的时间无法向外转移制造业。由于世界消
费需求总量在短期内变动并不大，作为一个负责任
的大国，中国在本国的绿色转型工作中不应该随便
将高污染高耗能或是劳动力需求量大的制造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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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它发展中国家。不仅对于过去的 20 年，更是
在未来的 20 年内，世界要肯定中国工业对世界经
济发展做出的牺牲和贡献。留在中国本土的工业企
业也要认真执行和落实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以确
保生产和资源利用的效率并尽可能减少有毒有害物
质的排放。只有中国的产业链条更“绿色”，才能
促进全球制造业的清洁化。

在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和发展力度上，中国正在
试图表现的蓬勃雄心不仅对中国有利，更是对世界
的贡献。由于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问题的外部性特
征，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应对，那么就要求中国绿色
产品的输出，如光伏太阳能电池和风机等，确实不
应该按照传统的贸易方式以及协定来进行。因为绿
色产品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各国以更小的
成本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对这类产品的进口进
行贸易制裁，最终影响的还是本国的绿色转型，并
不能带来真正的赢家。

综上所述，中国工业的绿色转型对世界环境和
经济的贡献将是巨大的。

4.政策建议

工业转型的根本在于政策，它要求进一步完善
政策法规体系，健全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长效机制，
为实现规划目标及任务提供有力保障。基于前文中
提出的绿色转型中的问题和未来的挑战，本文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

4.1 强化绿色工业转型的实施机制
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即由中央到地方相关部门

和单位组成的协调机制，加强政策协调。建议对跨
部门、跨地区的工业转型问题形成联动机制，通过
明确任务和责任，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跟
踪监测并及时发布信息，定期公布各地区规划目标
完成情况，向公众公布实施进展情况。

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产业政策体系
及功能。强化工业标准规范及准入条件。完善重点
行业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快健全能源资源消耗、
污染物排放、质量安全、生产安全、职业危害等方

面的强制性标准，制定重点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
严格实施重点行业准入条件，加强重点行业的准入
与退出管理。进一步完善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机制和
政策措施，分年度制定淘汰落后产能计划并分解到
各地，建立淘汰落后产能核查公告制度。

　　
4.2 健全绿色工业转型的市场机制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整合相关政策资源和资金
渠道，加大对工业转型升级资金支持力度，稳步扩
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发挥关闭小企业补
助资金作用。制定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的具体办
法，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社会负担。

加强和改进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应
小型和微型企业、生产性服务企业需要的金融产品。
完善信贷体系与保险、担保之间的联动机制，促进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创新。

4.3 推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提高企业管理

现代化水平，推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协调发展。
以中小企业服务需求为导向，着力搭建服务平

台，完善运行机制，壮大服务队伍，整合服务资源。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鼓励社会投资广泛参与，
加快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小企业创业基地等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建立多层次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体系，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加强对小型微
型企业培训力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深化工业重
点行业和领域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强化政府监管和市场监督，形成平等准入、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完善投资体制机制，落实民间投资
进入相关重点领域的政策，切实保护民间投资的合
法权益。

4.4 培养工业绿色转型理念和人才
通过学校以及公众教育培养和提高各年龄层的

环保和资源节约意识。在进入职业和高等教育的时
候选择适于进行“绿色工作”的专业方向。加强对
应届毕业生在选择绿色工作上的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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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结

工业作为中国能源消耗、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
放的最主要的部门 , 其绿色转型会对整个经济社会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推动工业向绿色经济转型，
国家需要为推行节能环保技术、发展绿色企业而加
大投资力度。实现工业绿色转型目标后 , 能产生显
著的效益 , 其中既有工业企业能源成本降低等直接
效益 , 又有避免在工业部门中出现高耗能、高排放
的技术锁定现象 , 还有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创
造绿色就业机会 , 改善制成品贸易条件 , 以及由于
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而带来的健康等方面的
积极效应。

综合工业绿色转型的成本和效益分析结果 , 可
以得出 : 尽管推动工业向绿色经济转型需要进行数
额庞大的节能环保投资 , 也会产生一定的宏观经济
损失 , 并且会导致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行业就业岗
位减少 , 但其在节约能源成本、改善制成品贸易环
境和贸易条件 , 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等绿色产业发
展、创造绿色就业岗位、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等方面
都有重要的积极影响。整体来看 , 工业绿色转型的
效益远高于成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

通过加快绿色工业技术的研究开发 , 完善绿色
制造的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 ; 着力推进产业梯度转
移 , 形成工业发展的绿色布局 ; 改革政绩考核体系 ,
完善环境规制 , 加强环保执法力度 ; 深化资源和能
源体制改革 , 完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体系 ; 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绿色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 ; 加强人才培
养体系建设 , 为工业绿色转型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 完善企业环境责任制度 ,
促进企业绿色经营管理创新 ; 推进能源、环境、应
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全球治理与国际协调 , 营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无论对全球还是对中国而言，环境
与发展的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本质上是创
新绿色发展模式的最大机遇。世界经济需要中国，
全球的绿色经济能否实现更要看中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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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2-2012 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能力建
设得到不断的加强和提升，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但同时，中国面
临着诸多的挑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政
府机构的整合效率、法律规范体系的弱点、发展模
式的比较能力、企业竞争力的弱势、社会监督和公
众参与的不足以及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困境等，以
上因素影响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再提高。

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政府更加开放和务实，
在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
展的国际谈判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和磋商，
与发达国家据理力争，采用有区别的责任机制开展
谈判；中国政府能够与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
合作，促进国家能力建设；共同应对农业、经济、
金融、能源、气候和环境挑战的能力。

面对中国在国家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上的挑
战，本文提出六点政策建议：一、加快政治改革的
速度，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二、落实顶
层设计的协调一致，解决部门所有制和地方利益导
向的难题；三、完善法律和法规体系，与时俱进提
倡依法治理的新方案；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引导企业增加科学研究的投入，监督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五、加快民间组织的整体发展和提升，促进
民间组织专业化；六、利用国际交流和合作机制，
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大事记

4.6 国家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                   

 文 | 黄浩明 | 戴毓容

1. 1992 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
会（国合会）成立，这个由中外环发领域高层人士
与专家组成的非营利国际性咨询机构旨在交流、传
播国际环发领域内的成功经验，向决策者提供前瞻
性、战略性、预警性的政策建议，支持促进中国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2. 1992 年 6 月 3-14 日 ,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李鹏总理在会议上发
表讲话，阐述中国政府关于加强国际合作和促进世
界环境与发展事业的立场与方法。

3. 1992 年 7 月 2 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
会 在 第 23 次 会 议 上 决 定 编 制《 中 国 21 世 纪 议
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并于 1994 年 3 月 25 日正式公布，其中包括 20 章，
设 78 个方案领域。

4. 1996 年 3 月 5 日至 17 日，在第八届全国
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 ，把实施
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的战略进行
了部署。

5. 1996 年 7 月 15 日 -17 日第四次全国环境
保护会议召开，江泽民发表讲话，强调必须把贯彻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8 月
3 日，国务院作出《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6. 1998 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在 2008 年，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
《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 设立为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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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仍负责拟
订并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政策和标准，组织编制环
境功能区划，监督管理环境污染防治，协调解决重
大环境保护问题，还有环境政策的制订和落实、法
律的监督与执行、跨行政地区环境事务协调等任务。

7. 1998 年 5 月 29 日，中国签署了《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8. 2007 年 6 月，国务院成立以总理温家宝
为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
组。主要任务是研究制订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
战略、方针和对策，统一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研究审议国际合作和谈判对案，协调解决应对气候
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

9. 2008 年 3 月 5 日—18 日，十一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调整变动
机构 15 个，减少正部级机构 4 个。改革后，除国
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 27 个。

10. 2011 年 12 月 5 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在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宣布成立，作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直
属事业单位，内设 7 个处级机构，是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领域国家战略研究机构和国际合作交流窗口。

1. 国家能力建设

1.1. 重大战略发展和决策
中国的重大战略发展和决策由中国的政治体制

所决定，每五年会制定发展规划，称之为五年计划。
而中国的重大战略发展并不是政府直接提出给全国
人大决策，每五年计划的建议书来自中国共产党全
国代表大会，因此不同的建议和决策需要由党中央
来确定。

 1992 年 7 月 2 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
决定编制《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
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1994），它是中国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
期计划的一个指导性文件，明确了可持续发展与五
年计划的关系，并在“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规划
的制定中，被作为重要的目标和内容。

2009 年 8 月 27 日，《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关
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发布（中国网，
2009），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就应对气候变化做出
决议，要求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长期任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
2020 年比 2005 年碳强度降低 40-45%。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重点和战
略建议来自中共中央，提交到全国人大通过，并以
法律的方式确定，由中国政府提出行动方案具体实
施。这种决策的程序，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一致，而
国家政府各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都是决策过程中
的成员，尤其是高层领导能够听取专家和学者的建
议和意见。然而就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过程，是
否形成共同治理机制，发挥各个部门的优势，目前
很难有定量的分析体系作出判断。

1.2 顶层设计能力，包括国家机构设置、政策制定
和实施

顶层设计的基本概念来源于建筑学，但是随着
各学科之间的不断交叉和互用，顶层设计的思想已
经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工程学和艺术学等学科，
部分学者在 2005 年提出顶层设计与可持续发展战
略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是指导我国中长期发展
的重大战略（池天河，2005），可持续发展与信
息化已成为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主流，信息的共享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信息化的重要基础。然而，这
一点恰恰是我国以往工作的薄弱环节。通过两个五
年计划的实施，已经初步形成了从顶层设计、规范
标准研制、信息资源改造、共享软件开发和综合分
析的国家级信息共享成套技术，为国家可持续发展
战略实施提供了决策支持。 

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就是顶层设计的根本。自
从 1992 年里约峰会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设计和方案。从政府机构变迁的视角看，
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和不断实践的过程。

1973 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国务院环保领导
小组办公室；1982 年机构改革，成为城乡建设环
保部下面的一个局，由李鹏同志分管；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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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称国家环境保护局，是建设部的一个局；1987 年，
国家环保局独立出来，直属国务院，是个副部级单
位；1998 年，改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为正部级；
2008 年，更名环保部。36 年来，中国的环境保护
工作从一个办公室到一个正式部委，是政府对环保
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21 世纪议程管理中
心，也从 1994 年的一个事业单位，到由副总理和
总理直接负责的气候变化管理工作。不难看出，中
国政府的机构顶层设计也经历了一个从部门管理逐
步朝着公共治理的方向不断提升和发展的过程。

客观上讲，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管理部门
还比较复杂，存在着管理领域分散，不够集中的问
题，这项工作分散在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政出多
门，部门太复杂；难于协调，不适应发展需求；而
且相关部门都是部委级单位，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
大，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体制的限制
已经成为瓶颈；在发展模式上又互相推诿和指责，
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合力，政策实施难度越来越大，
体制已经成为阻碍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最大障
碍。

1.3 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复杂，有宪

法、环境保护综合法律、单项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环境保护标准，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以及
参与缔结与签署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在里
约峰会之前，中国政府制定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
律；从 1992 年里约峰会之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工作，其法律内容在不断完善
和更新之中。在这 20 年间，中国政府新制定和修
订的法律多达 22 部，其中新制定的与环境保护直
接相关的法律有 10 部，还有 12 部法律做出了修
订和更新，同时废除了一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郭媛丹，2008）
2004 年版本中第九、十、二十六条明确了关于环
境保护的规定，这是制定各种环境保护法律和标准
的基础。按照法律的功能细分，我国环境法律、法
规体系可划分为五大类；综合性环境保护法两部；

环境污染与防治类的法律六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
的法律十一部；环境管理和资源再利用方面的法律
三部；还有一些环境条例、标准与环境责任和程序
方面的规定。

我国将国家环境法与地方环境法的权限规定
为：国家环境法的权限高于地方性环境法的权限，
法律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高于行政规章，即上
一层次的权限高于下一层次的权限。我国参加和批
准的国际环境法的效力高于国内环境法的效力，特
别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的效力，新法的效力高于旧
法的效力。其中的例外唯有：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效力高于国家污染物
排放标准。 根据环境法体系中这种不同层次法律、
法规的效力关系，在具体运用环境法时，应当首先
运用层次较高的环境法律、法规，然后是环保规章，
最后才是其他环境保护规范性文件。

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是中国立法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环境保护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尽管现阶段我国环境保护法
律已经很健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法律法
规却缺乏法律效力。而且在实施过程中，部门之间
缺乏统一协调，环境保护事业所需要的资金难以落
实，尤其是不能够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重要的
工程项目缺乏有效的实施监管机制，中央与地方之
间的利益分配机制没能落实；重点工程和与老百姓
环境相关的项目依然缺乏公众参与机制等实质性的
问题。

2.国际合作 

2.1 国际先进经验和教训的学习和应用
中国政府特别重视与国际社会在环境领域方

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里约峰会召开之前，为
了更好地学习世界各国的经验，经国务院批准 , 于
1992 年 4 月成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合会）（严珊琴，1992）。该委员
会是非官方的高级咨询机构，委员全部为来自国内
外的知名环境专家学者与富有管理环境经验的企业
界人士。（接排）国合会作为一个国际合作机构（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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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2011），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环境的发展进程，
对能源战略和技术、污染控制和监测及信息收集、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培训、资源核算、环境经济和
价格政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专题，由知识丰富的
专家学者领衔，从系统科学的全局来设计政策，超
越了单纯补救性环保对策的局限，使中国较早地把
环境保护纳入到发展进程之中，极大地增强了环境
保护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话语权，缩短了中国探索
环境与协调发展的时间。

中国政府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改善可持
续发展战略，主要在三方面作出了调整；第一，通
过法律 , 规范地方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权利
和义务 ; 第二，推行“绿色国内生产总值”考核体系 ,
即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 将现
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扣除因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环
境存量消耗和生态退化造成的损失 ; 第三，将实施
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纳入地方的经济核算和政府
官员的政绩考核。  

针对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公众参与决策 , 调整政
府决策，以保证政府决策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使
公众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能与中央政府同舟共济。
同时，为了调动公众参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中
国政府首先将环境保护纳入教育体系 , 包括职业教
育体系 , 和义务教育体系。做到重视环境从娃娃抓
起 , 很实在地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做法。其次，还重
视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调动了公众的参与意识。
中央政府积极借鉴一些西方国家的环境问题圆桌会
议制度 ,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类似机制 , 吸收非政
府组织的代表参与环境决策过程和监督环境执法。 

2.2 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
发展的国际谈判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
热内卢召开。这是继 1972 年 6 月瑞典斯德哥尔摩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
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李鹏率团出席大
会，签署了《里约宣言》、《21 世纪议程》等文件，
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我国政府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的

立场。里约会议以后，我国制定了《中国 21 世纪
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大战
略。

1997 年召开了第十九届特别联大，评估里约
大会五年来执行《21 世纪议程》的进展，宋健率
团出席，并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
告》，我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受到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1992 年 5 月 22 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
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并于 1992 年 6 月 4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
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这
个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
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
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1997 年 12 月 11 日，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
本京都召开。149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
都议定书》，它规定从 2008 到 2012 年期间，主
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 1990 年的
基础上平均减少 5.2%，

2008 年 7 月 8 日，八国集团领导人在八国集
团首脑会议上就温室气体长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
八国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
国共同实现到 2050 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并在公约相关谈判中与这些
国家讨论并通过这一目标。

2010 年 12 月在坎昆大会高级别会议开始后，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与“基
础四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欧盟等的代表举
行会谈，就资金支持、技术转让、适应、森林保护
以及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等基本问题达成一定共
识。

2011 年 12 月 11 日，经过近两周“马拉松式”
的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
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在南
非德班闭幕，大会通过决议，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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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特设工作组，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
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纵观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过程，从技术层面的
问题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
焦点，受到来自各方的谈判压力日益增大。

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够发达，已经超过中东欧一
些国家的发达程度，应该纳入强制减排范围，为其
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资金支持。欠发达国家和小
岛国集团也呼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哥哥做出排
放承诺。金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与 77 国 + 中国发
生冲突给中国造成一定压力，况且 77 国内部也充
满矛盾。承诺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单位减排是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经济在下个十年按着目前相
同的增长率发展，其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量依然会
大幅增加，而此时全球趋势是排放的绝对量在下降。
在 2011 年德班气候大会上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不在
少数。

总之，目前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和立
场受到各方关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双方各自的需求和目标是不一致的，但对中国
来讲，既要考虑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要考虑与
发达国家的合作，因此，中国处在中间地位所承受
的压力将不断增加。

2.3 提供双向交流、技术援助、资金支持
中国政府在开展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主

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利用世界银行和亚
洲开发银行的软贷款和硬贷款支持中国环境设备的
改善和技术改造。自 1999 年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
银行停止了向中国提供软贷款，但是目前中国政府
依然接受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硬贷款。第
二，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发组织和联
合国环境署的技术支持和合作，主要是技术层面的
支持。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的环境保护项
目从硬件到软件的转变，从技术支持到政策研究和
重大政策的可行性研究。第三，利用双边官方的发
展援助中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合作例如：包括日本国
际协力机构，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还有英

国国际发展合作机构（DIFD），加拿大国际发展
机构（CIDA），澳大利亚国际援助机构（AUSaid），
瑞典国际发展机构（CIDA）等国际机构的支持。
第四，专项环境基金的支持与合作，例如：全球环
境基金（GEF）的支持和援助。全球环境基金（GEF）
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基金会。1989 年，在国际货
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年会上，法国提出建
立一个全球性的基金用以鼓励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全
球有益的环境保护活动。此后 25 个国家达成共识，
并于 1990 年 11 月建立了由世行、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UNDP）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
同管理的全球环境基金。1991 年 3 月 31 日，21
个国家捐款约 1.4 亿美元作为三年（1991 年 -1994
年）试运行期的运行资金。截止到 2012 年 3 月
底，全球环境基金已发展到 182 个成员国（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2011）。第五，区域援助
机构的技术支持和合作。例如：欧盟的环境治理项
目。第六，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技术支持和合作。例
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
会（WWF）、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
美国环保协会（EDF）、美国能源基金会、美国大
自然保护协会（TNC）、德国全球自然保护基金和
绿色和平等。

在开展环境领域国际交流和合作过程中，国际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往往需要有配套资金确保项目的
有效实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 中国政府考虑建立
健全可持续发展的费用与资金机制 , 其中关键是逐
步建立《中国 21 世纪议程》发展基金 , 充分吸纳
和有效利用国内外的多种资金。其做法是：

首先 , 将国际资助资金作为基金种子，而政府
投入是实施《中国 21 世纪议程》费用的主体 , 对
其他多种渠道的资金投入起着导向、基础保证作
用 , 应该在保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 , 适当
追加。政府每年按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比例从国家
财政中安排环保专项资金 , 开发银行每年单列一定
数量的环保产业专项贷款 , 其他专业银行凡是向环
保产业项目贷款的 , 国家给予贴息 ; 设立环保产业
发展基金 , 所筹资金通过环保投资公司进行资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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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有技术优势、市场前景、资产运行良好的企业，
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或股票 , 进行市场融资。

其次 , 国家还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
通过制定与推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和产
业经济政策 , 促进企业自身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投入 , 包括低税收优惠、强制性征收环境费、环境
税、可持续发展物质荣誉奖励政策等 , 逐步形成“政
府组织、部门牵头、企业出资”的新机制。

第三 , 通过宣传教育 , 鼓励我国其他社会社团
组织、公民个人积极主动义务捐助。建立中国国内
的环保基金会，例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最后 , 利用国际合作 , 与联合国、世界银行乃
至一切国外友好组织、个人用于扶贫、环保、科教
文卫等事业的赠款或优惠贷款相结合。在资金利用
上 , 既厉行节约 , 又加强监督和控制 , 使发展基金
切实利用到有助于消除和减轻人口、资源、环境形
势中不可持续性的因素上 , 如帮助清洁工艺技术设
备的研究、开发、组织和推广 , 帮助修建环境基础
设施等。集中有限资金 , 进行重点保护和防治 , 以
求迅速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依然
面临着以下四方面的问题；第一，国际组织对华的
官方发展援助在逐渐减少和取消，例如英国和德国
将相继取消向中国的发展援助。第二，国际合作的
项目越来越难，在项目设计和项目管理方面，经常
产生矛盾；第三，国内合作机构缺乏统一的安排，
由于国际合作与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环境部、
发改委，与党中央的中联部等党和政府机构关系密
切，难以统一对外和协调；第四，国际非政府组织
的登记和在华的合法身份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部分
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公司的名义在华登记成为公司的
代表处等。　　　　　　　　　　　　　　　　　
　         
3.政策建议

3.1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参与国际合作。随
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迫切需
要各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
的差异，开展广泛而有效的国际合作。中国作为发

展中大国 , 面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日益加重的人
口和环境压力，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尚有较大难度 , 有必要开发多层次、全方位的
国际合作。

里约 20 年来，中国国内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
加大，为拓展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创造了更
为有利的政策环境。我国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 , 调
整鼓励政策 , 争取与国际社会获得了更多的国际交
流和合作机会。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3.1.1 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发合作。
目前我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发投入水平仍然较
低。同时 , 由于我国从事生态农业、节能、清洁生
产以及其他环保领域研发的机构分散，大部分机构
仅靠有限的政府财政资助维持，致使其技术创新力
量薄弱。政府今后不仅要加大投入力度，还应积极
寻求外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支持，以促进先进
技术消化吸收，加强重点技术研发的财政支持，拓
展政府部门、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之间的联系。

3.1.2 消除合作项目的市场化障碍。推动可持
续发展技术和项目的商业化应用是这一领域未来国
际合作的努力方向。为此，不仅应积极采用国外降
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的先进技术，而且消除市场
化障碍，完善可持续发展项目的管理制度更为关键。

3.1.3 建立健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内激励机
制。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和环保型技
术设备推广应用，相应制定了补贴政策、价格政策、
税收政策 ( 关税和增值税 )、低息贷款政策以及信
用担保政策等一系列鼓励政策措施。从这些政策的
实施效果来看，仍存在支持力度不够、各项政策缺
乏衔接等问题。借鉴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
逐步建立完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为国内
外先进环保技术的应用创造有利条件。

3.1.4 积极参与《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
展机制，发达国家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资
助完成其减排额度，我国积极争取了发达国家通过
全球环境基金（GEF）的资金合作，扩大对我国的
贷款规模，加深对中国项目的参与。尝试技术引进、
合作开发、合资合营及建设−经营−转让（BOT），



272 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和思考 1992——2011：民间社会的视角

第四部分 实施方法和手段

移交−经营−移交（TOT）等多种利用外资形式，加
强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及非政府组织
的合作。

3.2 为了实现里约峰会的各项目标，从民间的
视角向中国政府与相关部门提出六点发展建议。

3.2.1 加快政治改革的速度，确保中国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对发展模式的认识，对绿
色经济的认识，只有政治共识解决了，才能够推动
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3.2.2 落实顶层设计的协调一致，解决部门所
有制和地方利益导向的难题。由于中国发展面临着
贫困、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等方面的挑战，因此面
对顶层设计的问题和不可控因素不断增加，需要从
战略和长远的视角提出结合中国国情的战略目标。

3.2.3 完善法律和法规体系，与时俱进提倡依
法治理的新方案。环境保护法是 1989 年通过的，
但是如果环境保护法不与时俱进，一定影响着其他
相关法律的更新和修正，同时提高立法的透明度，
如何更加民主、可操作与可衡量，以真正保障法律
的严肃和执行效果。

3.2.4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引导企业增加
科学研究的投入，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引导企
业增加科学研究的投入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而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政府需要承担的重要任
务之一，包括企业的遵纪守法和按章纳税、生产安
全的产品、关注员工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企
业的生产环境和落实安全预防措施；关注对社区发

展影响、关注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的健康和残障
人士的社会保障，以及参与慈善和公益事业。

3.2.5 加快民间组织的整体发展和提升，促进
民间组织的专业化。民间组织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促进民间组织的专
业化，确定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帮助环境保护
民间组织的规范化，增加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
的比例和机会，帮助环保民间组织的志愿行为和组
织免税、登记和法律救济等办法，以推动环保民间
组织的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3.2.6 利用国际交流和合作机制，推动中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随着环境保护事业和可持
续发展已上升到政治和外交层面，因此，中国环
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交流和合作面临着如何考
虑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同时又需要与发达国
家的紧密合作；在这个左右逢源和相互挤压的合
作机制中，中国政府需要利用民间合作机制，为
我所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提高中国对外合作
的整体软实力。

总之，20 年来，中国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的国
家能力建设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成绩巨大。中
国 21 世纪议程的落实，从政治、经济、法律、社
会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推进。但是，中国目前面临
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实现里约峰会的各项要求，无论
从政策、机制和综合治理方面，还是从中央到地方，
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实践和提升过程，在政府、企业
和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机制方面有待进一
步的探索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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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之行回顾对话实录

孙姗：今天是里约活动的回顾和总结，大家有
很多新的启发和想法。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请到孙桢、
郑易生老师和刘小刚。我们当中有参与可持续发展
政策和研究二十年的长者，也有刚开始走入这一领
域的青年，所以特别难得。可能大家也有不同的问
题，先请孙司长说几句。

孙桢：我们 7 月 31 号也做了一个里约二十年
之后的对话这么一个活动，有十来位专家，还有
二十来位媒体的朋友。里约二十年之后的事情，咱
们这次总结的是 NGO，但是我想从我的方面说可
能跟你们会有一些相关性。说中国和世界、爱国家
和爱地球这点是相关的，这不是一对矛盾。我说的
这个观点以前也谈过，很多人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
谈这个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我的感受比较深，这个
问题值得思考。我的看法还是要从合作与竞争这样
一种非常正常的逻辑去看这个问题。中国只有更自
信，可能得到的益处会更大一些，这是我想说的一
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我们的环境政治问题，最近 7 月
24 号《人民日报》登了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干

部专题班上的讲话，讲到生态文明建设应纳入到经
济、政治、精神文明和社会建设中。这其实是把环
境主义纳入公共执政理念中去，包括环境要作为一
个民生问题。还有就是让社会组织、包括 NGO 组
织起来保护环境，当然把环境纳入到精神文明建设
当中就更直接了，我们讲的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都
是这样。

第三个我想说一下，我们的教育和行为的问题。
我想里约二十年来，太多的精力投入到谈判里面了，
尽管公约里面有这样的承诺，要求各国要合作搞好
教育培训、提高意识，在政府各个层级要做好这个
工作，但是世界各国，特别是政府在气候变化教育
方面做得还不够，而不自觉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去教
育。教育群众说气候变化是一场不负责任的博弈，
稍微不客气点，实际上这个话也是带有错误引导性
的。所以我就想教育应该大声地呼吁，特别是带有
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教育做得非常不够。关注这个
行动那是不行的，你没有这样教育的话就得不到民
众的支持，无论在西方的政党政治或者是中国的政
治里面，都是一样的道理。在美国、在欧洲这个教
育都不行。这方面 NGO 当然发挥很大作用了，我

里约之行回顾对话实录

本次对话发生在里约活动结束一个月后的工作团队反思和回顾会议上。此处节选
了此次会议中的部分精彩对话。再次感谢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孙桢副巡视员、
SEE 基金会秘书长刘小钢女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易生教
授参与此次讨论，并带来引人深思的问题和反思。

参与此次对话的还有以下人员：孙姗（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卢思骋（创
绿中心创办人、总干事）、赵昂（前自然之友顾问、磐石能源与环境研究所联合创办人）、
徐嘉忆（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气候变化项目官员）、李丽娜（创绿中心气候变化项目
主任）、张志军（三联书店大众出版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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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就是 NGO 给我教育，包括我们从一开始不懂
环境，我一开始是一个水利工程师的专业背景，到
后来知道这些事情，还得益于 NGO 的一些帮助，
一些老师的指导。

第四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关于可持续发展这个
词。尽管我过去做了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我现在
越来越感觉这个词被用得太滥了。最近水产学会说
鲨鱼鱼翅的时候，提出一个叫鱼翅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所以我想将来我们的立法绝对不能出现可持续
这个词，如果出现的话就等于帮助了我们的敌人。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修改发展，搞好环境，仅此而已。
说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目的，这绝对是有问题的，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手段，而环境保护是目的。因为
在中国来讲，经济发展的这种势力非常强大，我们
没必要通过法律再来为经济发展撑腰了。

我个人非常赞同生态文明建设这种提法、或者
直接叫环境保护的，我其实也很庆幸，我们不是在
一个机构叫可持续发展司或者什么东西，没这个必
要。今后这个词再怎么去呼吁，恐怕也已经是社会
大众都认为它是有中国特色的持续发展。中国人讲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干什么干什么，那就意味着我
在不尊重环境的情况下，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
我可以随便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词的用法问题。

郑易生：接着说鲨鱼这个事。我们往往面临两
类的问题，尽管有时候混在一起不好说清楚。一类
是触及生产与生活的范式转变的问题，如质疑今天
的发展目标本身，对抗消费主义（上面说的鲨鱼问
题就不该吃）。另一类则不触及范式转变，不质疑
发展本身、而是强调提高效率，局限于现有约束条
件下技术经济上做“无悔选择”。

在现实中，要是按照新的范式做事可能根本无
从着手，因为在生存压力下，往往是要么你放弃（理
想做法）、要么就是顺从（随波逐流）。人们面对
更大的环境力量往往难有较大的选择。我们一方面
不可能脱离现实条件径直追求新生活生产范式，必
须在提高效率与促进全民遵守环境法律等方面不断
前进；另一方面则需要抓住各自层次上可以选择的

机会大胆积极地探索、推动属于新范式的生产生活
方式。前者是为后者积累条件，而后者是我们最终
的出路。在实践中，区别这两类问题有时候是必要
的，以免困惑自己。

我想强调的是“范式转变”现在变得更重要了。
我对这次里约会议的印象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感觉
到至少许多人（他们希望保住 1992 年里约峰会的
精神）对“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被滥用的现象已
经越发不可容忍，也更加严肃认真地反思涉及“发
展”的更基本的问题。的确，1992 年里约峰会 20
年来，现实中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发展而
环境恶化——对世界来说绝非长久之计。在中国，
对此的反思也进入新的水平。随着 GDP 增长开始
进入不那么快的阶段，随着近几年环境代价越来越
凸显出来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人们越来越
清楚地了解了自身健康与生命遭受的威胁，保护环
境的呼声空前强大。一个更深刻的变化即将来临。
这个变化将包含更多涉及生产与消费的范式转变的
内容。对于类似前面提到的鱼翅的故事，我想现在
会有更多的人从方向上而不是仅从效率上考虑。“范
式转变问题”是早晚要提出来的真问题。这个话环
保人士一直在说，但是我感觉现在认真地对待这一
问题的人群正在增加。

总而言之，生产与生活范式的转变应该到了一
个更集中提出来的时候。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许
多人的环境观念（包括我自己）是从环境 NGO 得
到的启蒙。今天的环境民间组织在促进“范式转
变”上能有所作为吗？在现有范式下不断积累综合
能力，在两难处境（也是机会）面前大胆创造新的
生产生活范式——这两者对于我国的未来都是必要
的。现在最不可理解的现象是：我们明明比人家别
的国家缺少资源，还要比人家更追求奢侈性消费！
这说明局限于现有范式的思维（实际是仅有经济效
益的眼光）不仅是过时，而且危险。

还有一个体会简要说几句。由于种种原因——
包括地方和政府的财政关系——导致自上而下的社
会工程项目成为来推动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环境
工程、生态工程也是这样。我们称之为“项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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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实践中，这样一种治理方式演变成为一部分
人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往往治理环境的效率
很极低。一些生态工程，你可能说不清它到底改变
了什么。但是由于实际上成为一种“经济”，加上
对项目进行评估的人常常是利益相关者——因为是
给钱的事，给钱的事没有人说坏——所以其中的弊
病难以纠正。于是有些环境问题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久拖而解决不好。与此相反，有些环境问题，社会
关注度高，或者当事群众齐心推动，没有动用多少
资金，反而解决得不错。一些环境 NGO 有能力推
动信息的公开，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居然
能够有效地解决一些看似很难的问题。这些事给我
很大的启发。我觉得在环境治理上，单凭自上而下
的政府“项目经济”的做法快走到头了，需要有新
的东西加入。是什么呢？是社会力量。其实，历史
已经有不少经验说明解决环境问题的力量说到底只
能是社会，是民众的心愿。否则不可持续，政策设
计再好也没用。例如，绿色 GDP 当然好，但是如
果政府官员老是对上面负责，而不是对下面负责，
社会不能真正监督，再好的核算指标也可能变成绿
色游戏。

孙桢：我想补充一下项目经济，因为我从计委、
发改委，项目经济的批判对象就是这种预算内的项
目管理，因为这个确实我是最有体会的，因为我管
过很多项目。

孙姗：您最反感这个说法。

孙桢：这个说得对，实际上还有实际操作的很
多含义。

郑易生：你们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落实那些目标。

孙桢：这种办法是比较容易，我们现在做事情
都是沿着阻力最小的曲线做而已。   

郑易生：风险最小。

孙桢：经常的情况是，每当有一个问题出来，
比如说地沟油，这个事出来怎么办呢？就建议发改
委从财政拿一笔资金，这个资金可能很小，只有
10 个亿，这个 10 个亿怎么花呢？搞 100 个试点，
这个钱就花掉了，花掉了以后就说这个试点成功了。
但是全国有一百万个这样的问题，那个问题你没有
管到，你说这个政策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呢？所以
我们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一方面政府说我们做得
很多、很好，做了多少个试点，环境部甚至说它搞
了五百多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也做了，但是这都
是项目经济类型，项目经济加上运动式的治理思路
都是一样，都是自上而下的，跟全世界潮流不相一
致了，法制社会里是全民参与的，我们现在的做法
其实跟共产党的理念也不一样。

孙桢：今后要必须要改变这样的印象，就是说，
政府给人民群众一个好的环境，你怎么给他？老百
姓从这个话里面知道了，原来政府应该给我们这个，
我不交税，不可能让我交税，我就是要有一个好的
环境，那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我如果不提高
电价，怎么搞大气污染治理。

郑易生：这个方向你越弄，你越出钱，他越要
钱，越出不来成果。

孙桢：而且我们电价改革现在出了一个天经地
义的教条，就是必须要搞阶梯式电价。其实问题的
起点是取消能源补贴，它意味着提高电价，但是提
高电价之后，考虑到基本服务问题，不同消费者之
间有一个相互交叉补贴的问题。实际上阶梯式电价
不是生来就对的，把电价合理化是对的。但是提高
了以后，有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补贴了，那是
一个社会责任问题。但是因为整个社会是没有人站
出来说这个话的，政府束手无措。

孙姗：人民不接茬，接不上茬。

孙桢：所以 NGO 能做什么呢？ NGO 就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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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培训中央政府官员一样，应该发挥 NGO 对这个
社会的动员和培训的作用，培训基层做这些事情。
你不应该把政府做不成的事拿来我做，而是起到动
员作用，包括教给基层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
问题。

孙桢：我觉得教育还是很重要。比如我们现在
就有一个现象，在我们中等或者是县城、或者是地
级市这样的城市，人口 50 万、几十万，在国外来
看是很大一个城市。可是这个城市的师范大学、师
范院校的老师没有参与过这个城市任何规划。

比如像泰安市这样一个城市，城市也很大、人
口也很多，它做规划的时候政府的能力非常有限，
发改委的规划科就两三个人，我说为什么不让你们
泰安师范大学帮你们做这个事情？他就没有想过这
个事情，而且果然大学里似乎也没有这样的人关心
过这个事。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多浪费的事情，其实
这些人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在县城里面县重点高
中的老师们，现在也都是博士了、硕士了，他没有
参与到任何这种事情中。其实地方上还有农学院、
医学院，在这些城市都有这些资源，这些城市做规
划跑到北京来请人，请我们发改委宏观院做。

孙姗：咱们把这个讨论稍微转一个方向，其实
刚开始孙司长也说，我们不是光讨论 NGO 应该做
什么，可能所谓的 NGO 现在也想把社会蕴藏的很
多力量、潜力动员出来开始做一些软硬都有的尝试。

我和小钢姐（刘小钢）上个礼拜有一个讨论特
别有意思，这么多年虽然生态没有变好，但是这么
多年的教育、理念、意识，其实还是在社会当中积
淀了好多潜力点，其中一个我觉得就是企业家，尤
其是以 SEE 的这些会员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大
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想做一些事情。还有潜力，比
如这一次我们在里约也看到青年人，我自己觉得青
年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力。我们去里约前去采访了
几个十一二岁的小孩，讲出来的话，我希望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那个录像，意识觉悟很高，一方面自己
作为十几岁的一个地球公民，他的责任，关于爱地

球、爱国家的问题。另外小孩传达出绝望的情绪，
你想都想不到，十一二岁的小孩觉得我们这个地球
没有希望了，因为就是这个矛盾，尤其在气候变化
开始做教育了之后，孩子都觉得这明显是两张皮，
明显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我们想象这一代的青年
人，包括在座的很多，还有巨大的愿望做什么。所
以小钢姐能不能从社会的潜力，您自己也是一个活
生生的例子，从做企业到做公益、到做环保这个过
程，说明这个潜力是在的。您能不能讲讲您去里约
的感受。

刘小钢：首先我特别感谢山水、创绿、还有郑
老师，很多的合作伙伴，如果没有大家的话，我想
SEE 在里约这个活动当中，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
给我们做了案例，跟我们合作一起做了这本书。大
概两个星期前，有一个企业家的聚会请冯仑 分享
关于里约的体验。他就从哥本哈根谈起，当时王
石 也去了，也有 NGO，明显感到当时在哥本哈根
NGO 的能力是不足的。他说 2012 年他在里约又
见到了这么多搞环保的 NGO，明显感到 NGO 的
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我自己去里约感受也很深，我们 NGO 的能力
真的是可以跟国际很多的 NGO 组织在一个层面上
去对比。像丽娜给我们的企业家非常深的印象，还
有我们的几个年轻人，他们对议题的叙述、理解、
表达特别明白。大家都觉得现在的 NGO 组织能力
强。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能够大家一块去创造一些
成果，我觉得真的是跟大家的合作分不开的，所以
感受非常深。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自己进入 SEE 也就一年多，
这一年多里面我才刚刚接触一些环境的话题，以前
各种各样的事都做。说实在，这个环境的话题我完
全是外行，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们懂的人实在是太
多了，我也没有参加过这样国际的大会，这次对我
来讲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有几点感受。

一个我也是对年轻人的能力，我是看到了希望，
我觉得。有一个年轻人的边会，真得非常棒。还有
几个自己筹钱跑到里约去了，跟爸妈借钱，还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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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小册子。就是那种激情和对整个世界求知的渴
望，就让我感觉到这一代人，如果有希望的话，我
也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多的力量。我觉得我们这样
的去支持是非常值得的。

还有我参加了关于森林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对
话，那个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关于热带雨林的话题，
很多利益相关方一起台上台下互动，讲的很多东西
和讨论的方式对我未来的工作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还有就是参加完里约的会促使我反思自己在
SEE 做的事。对我的触动还是非常大的。以前没有
很认真地去思考，只是隐约有一些感觉，觉得 SEE
应该多做点，好像现在做的事情没有发挥企业家的
能量，他只是每个人捐 10 万块钱，交给我们这个
NGO 组织和阿拉善团队去推动一些环境的工作。
然而是不是让企业家捐这一点钱去推动环境的工
作，就是 SEE 的使命呢？并且事实上企业家也觉
得参与度不够，反正我自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从里约回来之后，我是越来越清醒了，尤其孙
姗她们做案例的过程中也跟我分享了很多次，她说
感觉我们本土的有些企业是做得很不错的。我理解
绿色经济转型，首先就是在我们的企业家群体，事
实上孙司长讲的不能再提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个人
认为，我们讲企业现在的经营模式是真得不可持续、
真的不能再这样做，再这样做不单地球会完蛋，企
业也会完蛋。

SEE 在经济模式转型的这个问题上是应该做一
些事的，然后我跟会员也进行了很多的交流，跟孙
姗、思骋我们也谈了。我前几天和一个咨询公司也
做了很好的沟通，昨天下午去见了一下吴敬琏先生，
也把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对他做了一个汇报。所有
的结果是让我更加地坚定，就是 SEE 在国内，目
前来讲真的是、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在推动我们的
企业转型、塑造一个企业发展新模式上可以有所作
为的机构，怎么样在理念、解决方案上可以使发展
跟整个地球的资源能够相匹配，跟环境友好。怎么
样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事实上我觉得这是我们这
个群体非常有可能做的事情。

而且在里约的时候，思骋都带着我们一起去见

了世界可持续工商理事会，这个组织也是对我很大
的启发。我回来以后就在网上看他们的这种理念，
他们搞了一个愿景 2050， 各行各业的，他们大家
有一种愿望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到最后就是
做了一个这样所谓的纲领性文件，希望能够为全球
的这些企业走这样一条路，能够先行去想。我想
SEE 在国内，它集中了这样的一批优秀的企业，同
时又有一批特别愿意学习的企业，我想这两个人群
事实上是完全可以在一起交流的，而且交流的过程
中间，他们分享了之后，事实上可以互相支持、互
相帮助。

而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是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有一批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然后去分享他
们的案例、他们的思考，完了以后有一批愿意学习
的，我们先去做这样的一个平台，先让这些人大家
相互之间能够交流起来。我自己后来也跟企业家会
员谈过，他们参加这个组织，其实不是很多人说我
参加这个组织目的就是保护环境，没几个跟我这么
讲的，他们更多的想法就是学习，这个组织里面有
很多优秀的企业，它为什么能走到今天，他是怎么
想的、他是怎么做的？是为了这个进来的。保护环
境他们觉得捐 10 万块钱也应该，反正就顺便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倒过来的，是认为人家捐的
10 万块钱就是为了保护环境，然后咱就做了很多
东西，让这些企业家根本不想参与，然后也根本没
兴趣，结果就会一个一个地退出，组织就会越来越
小。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把它变成组织和组织之间
学习、交流、分享的平台，这些想学习的机构、企业，
它真的能够大家慢慢一起走，走出一条路，然后能
够去倡导，这个能建立的话，那就会有人跟，再加
上政府的政策慢慢改变等等。就等于王石在二十年
前万科在转型的时候，他就讲过一句话，两条路可
以走，一条路就像现在企业一样，破坏环境、贿赂
政府，私底下沟通的一条路，很多的企业是走那条
路的。但是另外一条路，它的前提是这个国家、这
个社会将会越来越规范。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赌说这
个社会将来会越来越规范的话，那就从行为改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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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我们必须适应未来的社会，而不是适应现在的
社会。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使得万科有了
今天。事实上我们也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也认为
如果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不能越来越规范的话，那
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鼓励
大家往这方面去做？

最近我也参加了许多企业家学习的平台或者活
动，我是发现真的有很多企业家，他们实际上没有
近忧，他是有远虑的。比如说十年之后它的企业将
会走向什么的路，十年之后这个环境还允不允许他
这样走去下，他们事实上都在想这个问题，这些企
业的领导人。那如果不允许他走下去，那他应该走
哪条路。其实我们很多的场合、很多企业家的领导
人都在问。我是认为这正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我
觉得不管是 NGO、不管是学术机构还是政府，如
果能够支持企业更多地去思考，引导他们走这样一
个转型这样一条路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绝对
存在的。

所以我们准备 10 月底，想搞一个中国企业绿
色契约对话活动，我们想建立一个中国企业绿色契
约这样一个机制，不管是不是我们的会员，不是我
的会员，反正你是企业，你愿意走这条路我们大家
可以一起，建立这个机制之后，然后就可以在这个
平台上学习、分享、实践。我们可以引入很多包括
NGO 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学术的一些观点，比如
说企业家之间的一些分享。我现在发现企业家的学
习热情真得是极高，每一次我们北京搞一些稍微有
意思的学习沙龙，全中国都飞来，什么西安的、宁
夏的、广东的等，总共也就二十三人，但是他们一
起来就是学习。他们已经有这样的圈子，所以我就
是引入不同的资源去刺激他们，然后一起来学习。
所以我们就想这条路非常非常难，很有挑战性，但
是好像我觉得这是 SEE 的一个使命，必须要做这
个事情，如果他不做别人做更难。只要开始推，是
有可能推出一条路的，也有可能不行，不知道。

昨天吴敬琏跟我讲，他刚刚从贵州参加绿色城
市生态文明论坛回来，说很绝望，忧心忡忡的。整
个贵州的发展模式，就是投资拉动 GDP，结果是

投资的钱比 GDP 还多，就是明显的你知道这种发
展模式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完全没有环保意识。包
括这个所谓的生态文明论坛都没有。他认为包括组
织者都不懂什么叫环保。

孙桢：所以从这个来看，企业去参加环保，他
真是想拿环境作为一个切入点、作为一个话题来增
加它内部的凝聚力，因为现在很难找到一种文化，
你拿什么来团结员工呢？环境主义、慈善主义。

刘小钢：昨天吴敬琏先生一听说 SEE 准备推
动企业的经营模式转型，眼睛发亮，对我们 10 月
底的活动特别支持。

孙桢：学习型组织这个词美国也搞了一个词，
叫组织型学习，就是说通过一个组织，通过自己的
学习，让它的组织由金字塔变成扁平化，这种是组
织型学习。我们变成学习型组织就坏了，学习型组
织就什么都不是了。

孙姗：现在是学习型政党。

孙桢：美国空军或者什么，他们都是组织型学
习，都采取这个办法，包括第五项修炼都是这么做
的。包括得企业到我们这个环境组织来，他是抱着
通过理念推动他们自己的组织来学习这种东西。我
参加了彼得圣吉在中国搞过一次活动，我那时候还
是处长，他说是要以可持续发展为题目，我说你搞
人力资源培训的，为什么拿这个当题目？我很纳闷。
实际上这个可持续发展话题是永远解不开的，他是
想你把这些人都凝聚在一块，好谈这个事。

刘小钢：我现在目前的想法是不是简单地去
学 NGO 怎么做，我是希望通过思考这个问题，它
本身的主营业务、每一个环节必须是所谓可持续。
你现在就讲万杰，他如果继续用这种旧的模式做印
刷业的话，他肯定完蛋的，而且绝对没有今天赚钱
多，但是事实上他认为转型的前景是非常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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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企业要赚钱，但
是你必须要在赚转型之后这个空间去赚钱，而不是
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去低价竞争。那现在 NGO 的
压力不够，目前本身国内政府的状态，根本不能对
NGO 造成极大的压力，消费者本身也不成熟，在
这种环境下，企业只能你自己学习，从自己内心所
谓要追求更好的发展方向这样让他学习，所以这条
路我们想试试，看看有没有可能往下走。

所以我觉得里约给我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如果
没有这样的一些见识，没有这样的一些体验，我想
我也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也不会推动这个事情。
但是往下 NGO 组织对我们实现这个目的有很大作
用，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大家共同去想这个事。所以
我想把大家叫来帮我们出出主意，到底这个事应不
应该做，然后是怎么做？

孙姗：因为今天是里约之后第一次，在里约的
时候，大家忙得脸都是青的，真的是 NGO 的同事
们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反馈，也是第一次聚，
所以很难得。

卢思骋：刚才几位老师提了几个很重要的主
轴。因为中国特别在国际谈判的舞台上，特别在气
候变化上，我们面临着国际压力和国内本身需要经
济持续发展带来的转型的压力，其实两重之间如何
面对，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我们
国际压力来转化成为推动国内改革的路子，也有其
他会说那我们内部都搞不定，先不要在外面承诺很
多，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推动环保的人在国内会自
主定位，如何对外宣传，我觉得有很多需要深化去
讨论的。

孙司长也提到现在国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新的
思路，有很多在具体的工作层面上，社会、政治、
经济带来以后可能的影响，对我们自己的工作有什
么帮助，或者是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然后提到
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被滥用，到现在什么都是可持
续了，我在商学院学的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我都听
不明白，因为没有一个动物是可持续成长的，这是

很奇怪的。然后郑老师说的范式的改变，我觉得也
是说到头上来了，现在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处在
这个变革的关口上，要往积极的方向去走。后来孙
司长跟郑老师也谈到了项目型的和运动型的，但是
他们是从政府的角度，管理的方式。但是如果把这
个讨论放在 NGO 我们的生存背景底下，我们也向
这个方向，或者来把这个项目公众参与。我觉得
NGO 已经有一个思考了，如何能够把参与的平台
回归到或者返回公众，让他成为参与的主角，而不
是 NGO 代替了他去做参与的主角，我觉得 NGO
都有做这样的思考。

小钢姐刚才提到，其实企业也面临这个问题、
SEE 也面临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是帮助企业做点事，
还是企业本身就有一种动力，我们面临的绿色转型，
就是他会带动他的企业，甚至带动全社会往前走。

回到政府企业和 NGO 之间，如何在外部的环
境困难和挑战当中，如何把大家关注的点结合在一
起，我们讲跨界合作，这种共同的努力怎么发生。
如果当然从里约带回来的思考，也会放在刚才已经
在桌上抛砖引玉，有好几块“砖头”在上面，大家
可以在讨论上面进一步思考。

孙桢：应该想想如果里约三十年的时间干点什
么，这个很有意思。因为 1992 年里约的成果三大
环境公约，当然它也是积累多少年了。2002 年约
翰内斯堡也是有一些社会方面的目标，2012 年今
年又提出了一个绿色经济，其实这个题目更差了。
所以今后十年，我就看别里约多少年了，就叫做斯
德哥尔摩多少年算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本源的问
题上，对中国来讲，因为从 1987 年提出可持续发
展，实际上就是劝说你搞环保，你搞的时候还可以
发展，给你一定的空间。但是做了那么多年过来，
给你这个空间你不知道珍惜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说到气候变化，像中国这个
发展中国家是在京都议定书下面很舒服的，在这个
比较舒服的情况下你当然喜欢这个。如果现在这帮
人谈中国和印度都在这一块的话，恐怕自上而下的
模式就不一定行，除了欧洲以外全世界各国都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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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上次我跟郑老师说，不是把世界分成穷富，在
气候当中像拉车和坐车的一样，中国人恐怕现在已
经从车上下来准备拉了，但是又不愿意在驾辕那，
在边上弄一绳子拉。但是还有一些个国家坐在车上，
像小岛国什么的，而且提出一些漫无边界的要求。
我这么说的话好像有点对不起他们，实际上真不是
这样的，气候问题不是做不做的问题，现在实际上
大家都去怀疑该不该做，我们不要怀疑该不该做。
但是做法上你应该听那些出大头这些国家，他觉得
怎么合适，这真得听，包括美国这样的大国。欧盟
它是一个超国家的集团，它有它的政治需求，它愿
意搞公约。但是世界除了欧盟以外的世界大国多反
对这个办法，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但是现在中国
的立场是赞成，反正我也不干，所以我说你好，这
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还是说我站在真正解决这
个问题的角度提出一个办法，实际世界正在期待我
们提出一个办法。其实这次在里约二十年会议，这
个舞台拉开序幕以后就等着中国人上场了，中国人
迟迟不上场，上场之后比划两下就下去了。人家说
你得要做，完了听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说这个事
情按照你的办法肯定不行。而且你再提建议的时候，
你也不要说以前是怎么样做的，不合适，没必要，
以后你做听你的，你觉得怎么合理怎么来行不行，
我们没想法。

李丽娜：刚才讲的这个特别有感触，我自己今
天下午也准备了一个 PPT，完全拉入到我准备 PPT
时候的一个感受。我们从 09 年开始，当时还是研
究生，跟人家谈判，从此以后一年没有落下过，然
后慢慢在 NGO 跟着谈判。我确实感觉刚才您说的
第一个问题，这两个之间矛盾互动的一个关系，当
然矛盾本身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就是一个客观存
在的互动关系，就是国内国际两个格局、两个范围
里面的一些工作，它的互动。

我们很大的一个感触像您说的，大幕拉开，不
管欧盟在前面唱不唱，反正大家希望中国来唱。现
在对中国的关注甚至盖过了美国，因为国内的政治
环境也应该挣扎了这么久了，现在对于一个新的中

国期望非常大。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发展速度、
包括跟国外互动，别人对我们也有看法，多多少少
也会有误解，期望和误解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的
思路，在原来我们是坐在车上，这个车上走多远，
对我们来说无所谓，我们坐在车上干我们自己家里
干的事，他们爱谈什么无所谓。但是现在我们走下
来，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东西和我们没关系，主观和
客观可能都不允许。我们也不能说一味通过拒绝方
案的方法，因为哥本哈根以来我们一直用这种方法，
发现不太行得通，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我们还是比
较爱面子，我的政治风格也不像美国那种。

所以我们确实应该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而且
这个建议不仅仅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完全对自己有
益，国际谈判要想走得出去，它必须要弥合大家的
不同，也就是不能说所有的利益都被一方占了，所
有的付出都是一方，拉车的这些人也要有默契，所
以在设计这些规则的时候，也不能把自己撇得特别
干净，我们作出这些规则，然后再跟其他国家互动，
当然我们要学会提条件，我们可以分成。这可能是
未来多少年，如果我们能看到国际舞台上的谈判有
一些出路，中国是可以做的，否则我们又变成一个
被别人误解，它有它的不合理因素，这是我自己体
验的东西。

孙桢：对美国的分析一定要客观一些，美国人
他是非常谨慎的，他政治上比较保守，任何挑战自
由主义的想法或任何建立一个全球政府的企图，他
都会反对的。有人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是对的，以气
候变化名义搞个全球计划来全球分配，那绝对是狂
妄的梦想。当然纯粹靠自愿也不行，所以要靠法律
和低碳经济的竞争，两个轮子来推动，但是这个中
间没有一个公约恐怕也不行。恐怕这个都要恰当，
现在光突出一个法律，因为这个东西之所以成功就
是因为它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有法律，另外一个给
企业界有一点好处，假如你要做得好的话，一个好
企业可以受益，坏企业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坏，他也
会逐步逐步有好的增长点，这个逻辑恐怕是中国要
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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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忆：刚才听了小钢姐说的，我们突然想到
一个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
我们这个庙里面到底放的什么样的神在吸引大家、
在教育大家的。我个人进这个领域的时候怀着美好
的希望，我觉得这个庙里面应该放一些与金钱无关
的，不放财神爷、不放土地公这些有求必应的神。
但是在我的实际工作中你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
们的需求你还是要考虑到，在你的庙里面，你需要
放一个很综合的，需要见到财神的人，你就得放一
个财神进来让他看见。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在里约
这次会议上，我们会以绿色经济为主题的一个原因，
大家觉得整个社会在以经济驱动，这个是最现实的，
我们以经济的方法解决环境问题，在我自己的工作
中我会觉得我在妥协，或者说我的思想到底应该走
哪条路。

赵昂：我也想回应一下孙司长刚才提到的关于
气候谈判中关于美国的价值和他提到泰安的那个例
子。因为我理解美国人比较相信一种从下到上的思
维模式或者意识形态，他觉得来一个全球的协议主
导整个世界的秩序来讲其实很危险。中国的历史传
统使我们容易理解从上到下的这样的模式，欧洲是
一种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也能理解政府主导
的从上到下的，但是美国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是
由下到上的。一个泰安这么大的地区，按照美国人
的思维来讲，它的城市规划一定是本地区的人做，
不会请中央发改委的人做，本地区的人对情况最了
解、最应该发言，最应该去贡献智慧，但恰恰这几
十万的规划费用却拿给发改委、中科院等机构，让
他们来做，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模式，但是它是中
国特色。因为它需要通过这样的模式和方式跟更高
层的领导交流，因为是向上负责的。

孙司长提到的绿色经济是不让人们满意的模
式，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更务实了。
因为大家诟病的我们想要的未来里面的条款，其实
它越来越想落实到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我举个例
子。在共同的愿景里有一条，“人们要有影响其生
活未来的机会”，文本不是说人民要有影响生活和

未来的能力，因为机会在前，你只有给师范大学的
老师参与政策的机会，他的能力自然会提高。就像
NGO 一样，NGO 如果有参与的机会，能力自然
很快就提高了，不是说等我们能力提高了，你再给
我们机会。这是思维模式不一样。

绿色经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的一个思
考是我们把可持续发展转到绿色经济的时候，是不
是提到它意味着一种慢速发展。我之前也看到美国
人也在讨论这样一个概念，提到的是一种本着目前
消费主义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范式转型当中
要提到的一种慢速发展。这种慢速发展是说所有的
利益相关人，有能力、有机会、有权力去影响决策
过程，如果这样一个模式会采用的话，它的速度一
定是慢的。

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如果我们能够让我
们自己也能够接受，比如刚才孙司长讲到美国人存
在有他的价值，不是简单地去否定。另外一个我们
的发展能不能接受慢速，这个慢速并不是没有效益、
没有福利的，有时候慢速是让每一个人的幸福指数
都提高的。比如说我们报告中有减贫一章，里面特
别多的是数字，但是很遗憾没有去评价中国人的幸
福指数，或者脱贫人群的社会福利。我们贫困人口
少了，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多少，整个生态资本所
丧失的代价是多少，这个在我们的报告是没有的。
所以我特别同意孙司长讲到说，十年之后我们做什
么？我觉得还可以做报告。待会整个小组分享的时
候我还会详细讲，其实我们有很多缺陷没有做好，
我们出报告英文版摘要用了只有六个月时间，六个
月时间做出来二十篇文章，真的是中国速度。

张志军：欢迎大家来。好像我唯一坐在这里是
做传播的，不管是政府谈到教育行动；学者谈到的
范式的改变、社会的推动；NGO 谈到了教育理念
意识，以及青年人的成长；企业家谈到的出路、学
习，不管是组织型学习还是学习型组织；我想都跟
传播有关系。我是一个传播平台，实际上所有大家
的身份都可能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传播。

大家说不管是社会的推动、范式的改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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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都是要知晓一批人做的，然后告诉更多的
人。这个教育是怎么实现的？这个理念是怎么达到
的？对于企业家来讲，我不光今年要活下去，我明
年也要活下去，要活五年、十年。对于 NGO 来说，
我怎么把这个项目运作下去，开展更多的项目。对
于学者来说，有没有更好的案例进行总结。现在就
像孙司说化缘式的东西还不能改变一个标签，学者
需要更多的理论实践来总结经验，诸如此类。大家
都说我需要更多的大众知道这些理念什么的，大众
是什么东西？我们一直都在研究大众，这个大众的
概念是虚的，因为他是流动的、他是不稳定的，随
时可以流失的，他是可以一秒钟前可以聚起来，一
秒钟之后就没有了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首先想象他首先是一个小群，我特别
同意郑老师说的范式的改变，落实到企业实际上它
就是经营模式的改变。我觉得 NGO 起了非常大的
作用，它开启了一个事业，他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
来的，现在的发展状况它是世界的一个窗口，它可
以提供信息、案例和故事，但是基本上很少中国
的。刚才小钢说这个案例，因为我和大家一起参与
了这个案例的组织，我是编辑，做这个案例我也是
很兴奋的，尽管大家写的时候大家很痛苦，但是写
之后其实发现我们有这样的经济还蛮令人兴奋的。
别人就问中国绿色怎么可能？至少你觉得我有一些
案例。

回到企业，小钢姐刚才说的她要做中国企业绿
色契约对话这个事情，跟所有的相关的。如果改变
一个行业的业态的话，必须要有一批人，有这样的
标杆企业，小钢姐想做这样的事情。你只有通过设
身处地，像王石讲那个，因为我们在编讲话逻辑的
时候也蛮兴奋的，王石代表一个社区的建设，冯仑
代表一个绿色城市，因为我们去采访过，特别令人
兴奋。包括冯仑提出来从盖房子卖钱一直到商业服
务提高它的价值，一直到管理城市，他认为是房地
产唯一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而且他去学习过日
本的经验，因为只有行业对行业的经验。你在传播
的时候，是设身处地用自己的案例来讲才有鼓舞性，
这些企业才可以跟踪。包括黄鸣对我的影响也特别

大，他做的未来城那个东西。所以我在想小钢姐做
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

只有这些星星点点的火苗让别人看到了，其实
有合作的可能性，因为王石采购了竹地板、门窗什
么的，他是有合作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你们可持续
下去的可能，我想可以有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们
还有这样的企业家好了不起。

其实对学者也是这样，跟赵昂也探讨过这个报
告，就是你到底写给谁看的，这种传播的方式。我
刚才说怎么选择你传播的人，再一个就是选择传播
的方式。像对政府孙司这边，刚才说的项目经济我
也是第一次听到。为什么是跨界合作，我也是参加
里约之后才觉得跨界这么好玩，才可以看到对方的
需要，解决对方的需求，的确是这样。最大的启示
是什么呢？比如企业想改变、砸钱，凝聚、解决自
身的问题，我想所有的企业在从自身的需要出发获
得支持，它才能有推动力。那回到大众，他为什么
想知道这些东西，他一定是心里有这个想解决这个
问题，要么是企业家对他成功的引导，要不就是政
府和行业也对他职业选择有影响和引导，要不就是
学者对他思维精进的影响。我想只有和大众有切实
相关的感受，他才能够想了解你、想购买你、想倾
听你、想参与你。

我想我是一个传播平台，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
为什么需要大家？因为每个人都想看到活下去的希
望，出版业它最多的是能不能够挖掘到本国自己的
故事、自己的人物、自己的政策、自己的理论、自
己的案例、自己企业家的优秀成长，甚至包括推动
整个绿色经济。我想绿色经济跟每个人切实相关的
那一点到底是什么？就是他的生活相关。所以我想
这个活动真得让人很激动。我自己来讲，小钢姐说
的这个对话我特别重要，先从行业开始启动做一个
标杆。孙姗带我们参观的日本企业都特别振奋人心，
有很多跨界合作的可能性，因为我是外来人，我站
得比较远，与大家合作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且真的
是解决个人生存的需要。

刘小钢：我想尝试回答一下你（徐嘉忆）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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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得了。因为我自己觉
得七年前从企业转型做 NGO 的时候，我觉得我就
是特别不能接受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是追求
一种纯粹，希望有一种很干净的，我想我没有办法
在商业领域继续下去，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换一个
行当，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可以另外寻找喜欢的
东西，所以我来到了 NGO。我发现我们的平台特
别典型，做得特别好的企业家，他是拒绝谈商业和
生意的事情，就是要求这个平台要干净、要纯粹，
就是我们这帮企业家去做环境保护，我们去做社会
责任，完全跟生意不要有关系，我做生意都已经搞
得乱七八糟，我跑这还做？都是这么想的。

但是事实上当我要在这个领域里面继续深入推
动这个平台往前走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我的想法
是很天真的，我就会问我自己我到底要什么，就是
说如果我把我要推动社会或者这件事情改变，如果
这个是我的目的的时候，我觉得纯粹不纯粹已经不
重要了。我就是要找到一个方式，这个方式是找出
一个方向，这个路我们觉得是应该这样做的，那你
就得满足他的需求。他不是很想做生意吗？那我就
告诉你做生意你那种做法是不行的，你要做的话得
是这种做法。如果能够引导这些人都往这边走，虽
然都在谈生意，但是事实上那个能量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坚信一点，如果坚持，很可能就会因为我们做
的这个事情就发生变化。

我自己在想，对我来讲我觉得目标特别重要，
当你把目标找到了之后，你还是可以保持很纯洁的，
但是你不要去拒绝整个环境，因为你改变不了它，
你就要适应它，但是适应又不是它的那种。是按照

我们的这种使命带领的方向。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反正这是我的体会。

孙姗：刚才孙司长提到彼得 • 圣吉写的《第
五项修炼》，他的一本新书叫《必要的革命》，讲
后工业时代的新的可能性。其实他提什么叫可持续
性？实际上只有两个意思，现在更多的是在谈环境
的可持续性，但是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为什么由
一个管理学的大师写这本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书。

刚才志军说要改变业态需要一批人，一批人怎
么组织起来，这批人在什么样的理念和目标下面真
的能组织起来。包括刚才赵昂讲的用中国速度写了
一本二十年的回顾报告。实际上我们不管在 NGO
里面、基金会里面、甚至企业里面，组织的可持续
性是同一个问题，十年之后企业怎么样、十年之后
NGO 怎么样，实际这是同一个问题。

大家经常会说一句话，优秀的企业和优秀的民
间机构，实际上是非常类似的。它更大的区别不在
于它是盈利还是不盈利，它是社会企业还是纯企业，
大家老是在这个方面来纠结。实际上真正纠结的是
什么是优秀，到底一个可持续的组织、可持续的一
群人组织起来的方式是怎样的，这个企业和 NGO
非常类似。

刚才我们在环境的可持续性，我们已经把这个
问题引入到组织的可持续性，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关
键，经常在议题之下的，我们的这些机构或者我们
这群人在一起组织的方式怎么能够可持续，这个话
题我们留作之后找机会探讨。

-------------------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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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六位来自不同中国本土民间机构、在不同领域内工作的年轻
人，平均年龄三十出头。因为“里约 20 年”，我们有幸组成一个团队，
一起工作，一起讨论和反思：到底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或
者说的更简单一些：什么是我们想要的未来，而通向它的路径是什么？

从我们的学习和工作背景中，学术理论已从环境、社会和经济的不
同角度告诉了我们不同的指标和数字来阐述发展。可是对于处于来自发
展进行时国家的我们来说，我们的成长和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时间跨度比较，童年的生活太美好；从地域跨度比较，其他国家的空
气和山水景色太美好。数字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发展欣欣向荣、生机
勃勃。然而，我们的发展究竟朝着什么方式前进？照着目前的模式发展
的未来会是我们想要的吗？于是，这一次，我们决定抛开理论和指标，
回归常识，通过对于事实的观察和处于这个社会中的不同人群的访谈来
反思发展。

本次报告的初衷非常简单：给不同人群一个抒发各领域内发展情况
的机会，说明现状，加强了解。决定成为协调小组成员的初衷也非常简单：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而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自认为可以
做好这件事。至于最终结果如何，留给读者评说。作为协调小组成员，
我们已然是鞠躬尽瘁，累得不行。

从内容分配上可以明显看出，这份报告更多的还是在谈环境，而发
展的另两个要素社会和经济着墨不多。我们发现在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上，
民间机构的参与还比较少。从文字质量上来说，这本集合了众多人员心
血的报告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主要作为行
动者的民间机构在批判性思维和分析上的不足。

相比前两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中国民间机构的参与已经更为
专业和主动。在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参与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这份集合
了民间机构集体智慧的报告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们希望中国
的民间组织会在未来更专业、更团结、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为社会带来更
多地正面能量。

如果可以不赘述背景，我会把“感谢”二字加上感叹号作为本篇后
记的开端。作为一群年轻人，我们得到了太多的关爱、理解、包容和信任，
心存感激！

感谢为本次报告付出了所有业余时间和假期的作者们！感谢所有接
受作者采访并提供一手资料的朋友们！这份报告对于发展的讨论基于来

后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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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府、企业、公众、在地工作者、学术机构人员的访谈和资料。不论
是回顾发展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未来发展路径和建议，对于本
次报告来说，被访者的信息都是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感谢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老师、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杨富
强老师和中外对话刘鉴强老师、天下溪王小平老师作为本次报告的编审
委员会成员！

感谢自然之友的杨洋和张伯驹为本报告提供了如此优美的图片。你
们用镜头记录下的点滴丰富了我们想要表达的主题，更让我们的英文摘
要在里约现场收获了好评。

感谢所有为本次报告服务的志愿者！尤其是 Mr Huw Slater 和 Mr 
John Hannon 对于英文摘要的细致编辑和修改，以及三联出版社的张
志军女士对于协调小组组织工作的指导！感谢你们无私的奉献精神和认
真细致的工作！

感谢本次报告的六家发起机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然之友、道
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创绿中心、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以及公
众环境研究中心！感谢你们在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的过程中做出的努力！

感谢所有这份报告的资助方：SEE 基金会、欧盟驻华代表处、法国
驻华大使馆、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感谢你们支持中国民间机构对
于发展的讨论并参与国际事务，感谢你们的信任，感谢你们提出的宝贵
意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感谢这份报告作者和工作人员的家人。是
你们对于环境与发展领域从业者的包容和理解成就了他们坚韧的个性和
高贵的社会关怀精神！

希望我们因着对于发展的讨论而形成的这本书能促进中国民间机构
与其他领域的跨界讨论，也有助于中国的民间机构更积极、有效地参与
到探索中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长跑当中！

报告协调小组
孙姗 | 卢思骋 | 赵昂 | 李翔 | 徐嘉忆 | 刘彦君

后记





SEE基金会
SEE FOUNDATION

特别鸣谢

        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蹒跚学步的我们，希望可以走的更远。

您对报告的反馈意见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最大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