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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7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many scholars have mad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other scholars’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rough the expert consultation method, this paper finally established an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ts support system,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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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许多学者对其理论内涵进行了研究与实践。本文通
过专家咨询的方法，对其他省市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研究，最后建立了一个适合云南省发展的生态文明建
设指标体系和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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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推进，坚持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文明重大制度等
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要求[1]。此后，国家环保部组织修订了《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
（修订稿）》并在 2013 年正式印发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试行）》。自党的十七大首
次提出“生态文明”以来，全国各省市众多学者已经对其理论内涵进行了研究和实践。生态文明是人类
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另一种文明形式，
生态文明要求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用文明和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粗放利用资源，建设和保护生态
环境[2]。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作为衡量和评价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及成效的重要工具必须符合本地区的
实际情况并为本地区以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做指导。本文通过专家咨询等方式，在借鉴其他省份以及众
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了适合云南省省情的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及其支撑体系。

2. 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许多省份的学者运用多种方法从多角度、本省份发展现状出发，建立了适合各自省份的生
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学者王提银等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划分为生态经济发展发
展、区域环境保护、生态保障、生态社会四部分共 40 项指标，主要指标有人均 GDP、工业产值占 GDP
比重、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再生水利用率、环境功能区达标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人均可支配收入、
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等[3]。蒋小平等根据河南省发展现状，将其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划分为自然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并进行了研究[4]。陈胜东吸收浙江省和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从生态经济、生
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制度以及生态文化 5 个维度出发，设计了 11 个二级指标、38 个具体三级指标
的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5]。在可比性原则基础上，将与云南省发展现状类似的几个省份的研究
成果进行比较，从而保留其中适合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再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
现状对该指标体系进行补充，最终确立了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

3. 云南省情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从生态破坏逐步到生态文明的动态过程，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本
文所建立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适用于现阶段云南省发展现状。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总面积约 39.4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4714 万，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多样，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2014 年云南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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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约占全国生产总值的 2.0%，其中第三产业占全省总产值的 1.8%。截至年末云南省城镇化率达到
47.13%，人均生产总值占全国人均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8.4%，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占全国比重 71.1%。
2014 年，云南省旅游业总收入 2665.74 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比上一年增长 26.26%，截至年末，教
育合格机构比上一年新增 542 所医疗合格机构比上一年新增 70 个，全省土地利用率达到 88.7%。总体来
看云南省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自然资源开发适度。

4. 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原则，通过专家咨询以及借鉴其他省份已有的和众多学者研究成果
等方法，将难以定量分析的指标以及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收集的指标剔除，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
析结合，笔者初步确立了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生态经济文明指标、生态社会
文明指标、生态意识文明指标、生态环境文明指标四方面，共 80 个子指标。
一是生态经济文明指标，共 19 个子指标，主要从云南省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投入占财政
支出比例两方面对生态经济进行衡量，分别是单位 GDP 能耗、单位 GDP 水耗、单位 GDP 产出率、人均
耕地面积、第三产业产值对 GDP 贡献率、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工业产值占 GDP 比重、高新技术中环境保护技术比例、战略性新兴行业
产值占 GDP 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科教与教育支出占财政、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绿色市场认证率、企业 ISO14000 认证率、清洁生产企业通过验收比例、环境保护投入占财
政支出比例。
二是生态社会文明指标，共有 22 个子指标，主要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教育普及程度两方面的指标，
分别是城区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城市人均公共绿化面积、环境监测系统完
善度、公共交通出行率、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程度、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高
等教育入学率、人均拥有公共文化设施用地面积、绿色学校比例、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生态
文明建设占党政实绩考核比例、失业率、万人拥有公共交通数量、各行业持证上岗比例、基尼系数、居
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例、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家庭破裂居民比例、城镇化率。
三是生态意识文明指标，共有 15 个子指标，包括环保意识和环保教育投入两方面的指标，主要有生
态环境教育课时比例、党政干部参加生态文明培训比例、生态文明知识宣传教育程度、政府决策的公众
参与率、政府绿色采购率、政府无纸化办公率、志愿者服务人数比例、环保公益组织数量、公众对环境
保护现状满意度、公众节能意识、绿色消费行业比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率、社会秩序(形式及治安案件
立案数)、有关生态环境议案、提案以及建议的比例、生态文明建设管理体制与管理机构健全度。
四是生态环境文明指标，共 25 个子指标，主要是居民生存现状相关的指标，分别是地表水Ⅲ级水质
达标率、单位终止面积化肥用量、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例、人均耕地面积、单位种植面积农
药用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率、环境
功能区达标率、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使用比例、空气质量指数达优良天数比例、森林覆盖率、人均公
共绿地面积、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态用地比例、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比例、受保护土地面积占
国土面积比例、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重金属排放量、重特大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发生次数、噪声达标区
覆盖率、烟尘控制区覆盖率、废物回收系统完善度、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率、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度。

5. 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支撑体系
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社会需要强有力的支撑体系作为保障，如果没有完善的支撑体系，生态文明建设
所要求的环境、社会、资源等诸多要素难以从根本上实现。从云南省来讲，依据十八大意见和诸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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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体系应分为产业支撑、政府支撑、文化支撑三部分。
1. 产业支撑
推进低耗能，低排放的绿色产业发展，推广清洁产品，加快研究新能源，尽快形成节约资源与环境
保护相协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
2. 政府支撑
加强立法和执法环节，颁布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行业发展，达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充
分发挥并协调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深化制度改革和科技创新，建立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3. 文化支撑
在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宣扬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坚持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教育活动，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归入政府政绩考核，鼓励
生态文明建设技术创新与研究，培育绿色生活方式，鼓励公众参与，加快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
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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