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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安全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生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关系人民福祉和民
族未来的大事。天津作为“畿辅门户”，承担着守卫首都生态安全的历史重任。为此，从以下几个方面
提出了天津如何筑牢首都生态安全屏障的对策建议：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守住生态空间安全边
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守住生态功能安全边界；强化生态环境监管，守住生态保护职责
安全边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住环境质量安全底线；完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守住生态安全
法治警戒线；重视科技创新，提高生态安全精准防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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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sperity of ecology leads to the prosperity of civilization,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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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learly put forward: adher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Ecologic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Ecological
security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related to people’s well-being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Tianjin, as the “gateway to the capital”, undertakes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guarding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the capital.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build Tianjin’s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optimizing the pattern of land and spac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keeping the boundary of ecological space security. We should make overall plan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lake
grass system in the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and fields, and keep the safe boundary of ecological
functions;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keep the safe boundary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y; we should fight the battle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keep the bottom line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safety; we should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keep the legal warning line of ecological security;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preci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colog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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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久稳定，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上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首次被正式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2021 年 4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
记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并再次宣布中国致力实现“双碳”目标，
这是中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天津作为“畿辅门户”，既要担负起首都政治“护城河”作用，也要守好首都生态“护城河”。“十
三五”期间，天津市拿出了 13.5%的市域面积[1]，采取多种措施，打造涵盖林田湖草和湿地的环首都生
态屏障带，自觉融入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体系，成为环首都东南部生态屏障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十
四五”，必须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大工作力度，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在持续深入构筑
首都生态安全屏障中切实担负起天津之责。

2. 生态安全的内涵及意义
(一) 生态安全的内涵
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度，是一国或地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不受外界威胁或
遭受破坏的状态。从中可以看出，生态安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生态系统本身，即生态系
统自身功能健全且稳定；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系统是否安全，即生态系统需要为人类提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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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发展的必要服务。生态安全与国防安全、国土安全等传统国家安全一样，都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
大事，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必然影响一国的经济社会的和谐问题以及可持
续发展。生态安全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整体性。必须保证生态系统总体的安全，局部受到威胁可能会影
响到全部，甚至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二是综合性。影响生态安全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之
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生态安全体系非常复杂；三是动态性。生态安全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
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并且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四是战略性。生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国情世情，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提出了许多
关于生态安全的观点、方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安全观，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总结如下。
1、生态安全的民族观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去，并且贯穿于全
过程、各方面。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为战略目
标。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做了深刻的阐释，特别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障，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
建成美丽中国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使命。
2、生态安全的民生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生观这
一理念源自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期盼享有更优美的生态环境。2013 年，
“雾
霾”成为年度关键词；2015 年“两会”召开之前，人民网就两会热点问题调查，“环境保护”是所有参
与调查的 372 万人中选择最多的一个选项。2017 年两会热点调查，“环境保护”占比排名第二。由此可
以看出，近年来我国人民群众对于优美环境诉求的不断高涨，近几年人们在现实生活和网络生活中对于
生态环境的关注也是越来越多。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良好生态环境是
新时代党和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很好的回答了发展“为了谁”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3、生态安全的系统整体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山林水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用“命脉”把人与
山水林田湖草沙连在一起，体现了保持生态系统要素与系统整体相统一的思想，生动形象的阐述了人与
自然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坚持整体观、系统观，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循
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定要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充分体现了生态
安全的系统整体观。
4、生态安全的法治严控观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严格的制度、严密的法制。制度带有全局性、稳定性特点，管根本、管长远。
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的若干重大问题往往与制度不
完善、执行不严格、落实不到位等有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方面进行了大刀阔
斧的改革，一批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颁布实施，为生态安全提供了坚强保障。同时，在制度执行落实
中要求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真正让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5、生态安全的全球共同体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面对的共同责任，生态环境需要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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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全世界各国应携起手来，坚持绿色低碳、清洁环保发展理念，共同创建美好世界。中国把坚持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始终以“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理念指导应对气候变化的
行动。积极推动《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大力支持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并提
供资金支持；携手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二) 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
把生态安全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对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意义重大。
1、协调经济社会发展
十八大以来，尽管中央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但从根本上而言，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治理，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生态安全作
为非传统安全领域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中去，是我们党对环境保护工作高度重视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加
快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度建设、加大环保力度，缓解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统筹经
济、资源、人口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
2、实现民族永续发展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安全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无论是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两大
文明陨灭，还是由于发达国家工业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无不说明生态衰则文明衰。
从国内来看，塔克拉玛干沙漠淹没了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沙漠毁坏了敦煌古城、黄土高原由
于过度开垦导致沟壑纵横，教训也同样深刻。目前，人类正在遭受的新冠肺炎已经也是由于生态问题引
起，1918 年的 H1N1 甲型流感病毒的暴发，包括此后的埃博拉病毒、禽流感、天花病毒、SARS 病毒、
中东呼吸综合症等，人类都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经济代价。研究表明，以上病毒都与野生动物有关，维
护生态安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有利于让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
识自然生态环境对实现民族永续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有利于进一步突出生态安全保障的重要地位。
3、保障民生安全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强烈。其中，良好生态环境、优质
生态产品是老百姓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我国大气治理虽然成效显著，但 2020 年我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达标比重仅为 46.6%，由于二氧化硫污染形成的酸雨区治理依然任重道远；从水环境方面来看，地表水
监测中仍有 17.6%未达到 I~III 类水质，化学需氧量、总磷和高锰酸盐仍为主要污染指标，海洋方面，劣
四类水质海域面积比 2019 年增加了 1730 平方千米；耕地方面，受污染的耕地面积比重仍然较高，超过
十分之一，水土流失虽然得到改善，但 2019 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仍然有 271.08 万平方千米。同时，石
漠化、荒漠化治理任重道远。山体滑坡、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给老百姓生命健康造成威
胁，突发性生态环境风险已经成为威胁老百姓安全的重要因素，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安
全体系建设是保障民生安全的重要举措[2]。
4、引领全球共同维护生态安全
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正遭受着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紧缺的威胁。人类能源短缺，按现有的资
源消耗力度，石油资源、天然气、煤炭资源等都面临着开采年限的制约；水资源短缺与分布不均衡并存，
曾经难以想象的水资源短缺困境正变得司空见惯；全球耕地资源持续减少，再加上人口的持续增加，更
使得全球耕地资源短缺状况日益严重。另外，环境污染加剧，大气污染带来的温室效应更加严重，由此
导致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频发；全世界 1/3 的土壤正处于中度或严重退化状态，目前，地球上有 20%的
陆地正在受到荒漠化的威胁。生态环境事件与自然资源枯竭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加快全球
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加强全球生态治理能力，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责任。中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以自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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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做出了中国贡献，并提出了中国方案。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生态环境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国际
交流与合作，深度参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积极承担与中国能力相符合的国际责任。中国以实际行动引
领全球生态安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3. 天津筑牢首都生态安全对策建议
(一)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守住生态空间安全边界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空间载体，必须在空间上形成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空间格局，守住生态
空间安全边界。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推动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严格实施“三线一单”
制度(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二是牢固树立底线意
识，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刚性约束。贯彻落实市政府印发的《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
意见》[3]，城市发展规划、经济社会活动都要与生态保护红线对标；强化用途管制，确保一张蓝图绘到
底，不得中途改变用途；三是健全生态空间监督管理制度，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定期评价机制。
要对生态功能区进行常态化监测和评估，严格打击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违法行为。充分利用好评估结
果，把其作为生态环保资金分配、生态功能区划分以及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
(二)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守住生态功能安全边界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必须坚持系统观，整体施策，从根本上防止生
态安全事件的发生，真正守住生态功能安全边界。一是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消除生态安全隐患。
加快推进天津市已毁坏土地的复垦，加强违法占用河道、耕地、滩涂等治理力度，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
复力度，逐步提高山林、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质量与功能，守住生态安全边界。二是持续深入推进“871”
生态工程建设。筑牢“绿色屏障”，有效发挥防风沙、截泥沙、保水土、调气温、抵御自然灾害等作用；
保护修复京津“绿肺”，充分发挥湿地水土资源“固定器”、环境污染“过滤器”、生态风险“缓冲器”
作用；整治修复“蓝色海湾”，加快渤海近岸海域岸线修复建设，加强河湖水系连通循环和河流生态保
护修复。三是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通过实施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大幅增强绿色、优质生态产
品供给能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
(三) 强化生态环境监管，守住生态保护职责安全边界
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着领头羊和决策者
的作用，必须守住生态保护职责安全边界。为此，必须加快构建生态保护现代化监管体系，倒逼领导干
部切实履行生态保护监管职责。一是落实环保责任工作机制。完善市委、市政府环境治理总体责任落实
机制，组织开展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监查和考核评价，统筹做好监管执法、资金安排、市场规范、
宣传教育等工作。二是完善环保督察检查工作机制。设立常态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围绕着我市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环保督察。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工作开展专项督察，严格督察整改；建立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压紧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三是强化环保责任考核评价。完善考核方法、流程
和措施，健全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发挥生态安全导向作用；定期对绿屏、湿地、水库、河湖、
海岸线等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极敏感脆弱区、禁止开发区以及其他生态保护地开展
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加强考核结果运用，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考核指挥棒作用，把考核结果作为各级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激励、提拔任免的重要依据。
(四)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住环境质量安全底线
“十四五”时期，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往深度延伸、广度拓展，
在天津高质量发展中守住环境质量安全底线。一是抓好“减污降碳”。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为重点，
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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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绿色化升级。二是落实好“三个治污”总方针。坚持依法治污，不断完善
法律法规，用法治力量保护生态环境；坚持科学治污，杜绝“一刀切”、“齐步走”等现象；坚持精准
治污，准确把握污染来源、形成原因，做到问题、时间、区域、对象、措施“五个精准”。三是坚持系
统治理。统筹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强化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强化 PM2.5
和臭氧协同治理，深化燃煤源、工业源、移动源、扬尘源治理；水和海洋污染防治方面，强化陆地和海
洋统筹、地上和地下同治，坚持控源、治污、扩容、严管“四措”并举；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强化风险
管控底线，禁止新增污染土壤，确保农耕地、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五) 完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守住生态安全法治警戒线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确保生态环境不发生系统性分风险，必须依靠法治的力量，守住生态安全法制
警戒线。一是完善环境保护地方法律法规。全面梳理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做好与国家环保
法律法规的衔接与统一，研究制定生态补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地方性关键法规，加快推进生态价值
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性。二是完善地方环保标准。在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前提下，结合天津实际情况，对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出台一系列包括大气、水、土
壤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制订颁布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分阶段设定排放限值，
确保“双碳”工作的稳定和可持续。三是强化司法支持。在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中，加强各部门之间
的沟通协作，提高执法效率；开展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工作，配合司法机关开展环境犯罪案件的办理工
作；探索建立环境资源案件“恢复性司法实践 + 社会化综合治理”审判结果执行机制。
(六) 重视科技创新，提高生态安全精准防治能力
当前，科技在维护各个领域安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天津需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做好对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全面支撑，提高生态安全精准防治能力。一是设立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专项。聚焦我市生态环境治理
关键领域，比如节能减排、污染来源解析等领域，开展技术创新，加强技术公关，鼓励支持环境治理企
业关键治理技术产品自主创新，培育扶持一批环境治理专业化骨干企业，推动环境治理市场化、专业化、
产业化。二是创新生态环境问题防治技术。围绕突出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加大科技攻关，加强技术创新，
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充分利用大数据、云平台、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生态
环境风险的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提供精准的实时数据支持。三是建设智慧生态环境平台。利用
智慧平台，实现生态环境信息数据共享，推动污染排放、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等信息互联互通；全面对
接天津市“互联网 + 监管”系统，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管理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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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天津实践”(课题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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