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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best manifest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maining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ing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in
the new era. There are four reasons: first, thi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second, thi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our party to rejuvenate the country and ensure
stability; third, this is our country’s responsibility for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fourth, this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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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的最佳体现，原因有四：其一，这是提高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其二，这是我党兴国安邦的重要保障；其三，这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的责任担当；其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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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担负起了民族复兴与国家振兴的历史使命，是一个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
谋取幸福的政党。作为世界上成员最多的百年大党，要让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永远得到人
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最重要的就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
央政治局在 12 月 26~27 日召开“不忘实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
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1]。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综合国力得
到了极大增强。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更优质的生态产品与环境服务
有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就要积极回应老百姓的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满足人们
对更美好生活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大国、文明古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全球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已离不开中国的贡献与努力，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期望与要求也越来越高，
我们必须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为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因此，无论是国内的现实需求，还是国际的整体环境，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也
是新时代下，我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最佳体现。

2.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生态
环境不仅关系着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更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世界
所罕见的速度发展着经济，物质财富极大增长，但与此同时却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空气质量、
水质量、土壤质量纷纷亮起了警示红灯。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同比例的提高，
而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从过去的“盼温饱”转为“盼环保”，从过去的“求
生存”到现在的“求生态”，这不仅显示出普通老百姓在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后对于环境质量有了更高的
需要，更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必须要摒弃过去用生态环境换取物质财富增长的
黑色经济发展模式，转为绿色发展模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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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所在”[3]。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也为人们的精神世
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美的滋养，更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因此，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障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必须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让老百姓呼吸上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安全的食物，这也是新
时代下我党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

3.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兴国安邦的重要保障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了三大文
明古国的衰亡，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文明发展而不中断，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
所蕴含的丰富生态哲理与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
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古人这
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我们深刻的警示与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道：“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要高度重
视和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就是因为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
高的生态环境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我国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陆地国土空间的 55%，人均水资源
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8%，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295 万平方公里、沙化土面积 173 万平方公里，全
国约 20%的脊椎动物(不含海洋鱼类)和 10%的高等植物面临威胁，城乡人居环境严峻……[4]这样的生态
环境现状极大的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威胁着我国几十年努力奋斗、来之不易的安定繁荣局
面。
因此，必须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摆脱生态环境的瓶颈限制，让我
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建成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
美丽中国，为我党兴国安邦提供重要保障。

4.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3]。权威数据显示[5]，全
球地表平均气温自 1880 年至 2012 年已升高了 0.85℃、
全球海平面在 1901 年至 2010 年间升高了 0.19 米，
全球气候暖化给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世界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水资源进一步短缺、
生物多样性锐减，人类生存的环境快速恶化，一些低海拔的地区甚至即将淹没……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迫
使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共同面对，采取积极措施以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近十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全球能源消费量与碳排放量第一的位置，未来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进程
还将有大量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潜力，这让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倍受国际压力，同时更体现了中
国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地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也为此付出了积
极的努力，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国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淘汰量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 50%以上，是对全
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我国自 2012 年起连续 7 年居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第一大国的位置，是全球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我国还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最大
的碳减排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因此，进一步
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国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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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坚持和完善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人类整体观的视野来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个大国执政党对于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人类可持续生存危机的理性应对，也是对工业文明的反
思与超越。
人类发展史既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传统工业化
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 200 多年
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发生了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这种竭泽而渔、
杀鸡取卵的发展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掠夺了自然的资源，打破了自然界原有
的平衡，也让人类社会受到了来自自然的报复，这样的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必须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改
变。
当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和国际竞争博弈的重要内容，深刻地影响着世界
各国的发展战略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中国正在走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道路，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
方案。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领头人，深刻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责任已经落在了我们这
代人的肩上”，我们必须打牢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切实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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