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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的主题凝聚了国内和国际社会对生
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重点和焦点，
凸显出“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论坛举办的时机和机遇特殊。当前
正值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期，又正处
于人类重塑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转折点。论坛
在今年 9 月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10 月的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及 11 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三个大会之前召开，恰逢其时，同时，就
国内方面来讲，既是 10 年碳达峰和减污降碳的
起步之年，又是“十四五”和 2035 远景目标
的开局之年。

第二个特点是突出了“如何真正实现绿色复
苏转型和绿色发展”。当前，中国已进入经济社
会全面复苏阶段，然而全球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
制，人们愈发认识到，没有健康的地球生态系
统，就没有人类的健康。我们不能错过此次绿色
复苏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大机遇。

第三个特点是“知行合一”。为更好体现共
建、共商和共享的理念，使论坛成为一个“知名
品牌、著名平台”，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贵州省与福建省的发展是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
面的缩影。同时。国内和国际来宾分享真知灼见
和典型案例，是论坛成功的独特优势。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

本届论坛凸显“三个重要特点”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积极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完
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制度机制和政策措施。

一是加快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根据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统筹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
控制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二是推动自
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开展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改革，促进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落实资源消
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提高土地、矿产、海洋等

资源利用效率。三是大力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会
同有关部门编制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重大
工程规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
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生态修复，促进生态系统质量稳中向好。四是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
重大部署，组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和提升系
列行动，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基
本目标，开展碳封存技术研究和应用，为减缓全球
气候变化贡献力量。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

不断完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制度机制和政策措施

章新胜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峰，
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
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彰显了中国对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胸怀和责任担当。

“十四五”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
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
现生态环境质量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把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作为总抓手，抓住资源利用这个源头，抓
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我们将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加强与国家
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
和地方各级规划的衔接协调，大力构建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能源、钢铁、有
色、化工石化、建筑材料等产业绿色低碳改造。

我们将坚定不移推动落实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为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应有
贡献，并愿与各方一道加快建设繁荣、清洁、
美丽、和谐的地球家园。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坚定不移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唐登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
下，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
位置，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
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
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
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
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是其中一个。

当前，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可
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我们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大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
高质量发展道路。我们将秉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与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努力构筑尊崇自
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
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经中共中央批准，生态环境部已成立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致力打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理论研究高地、学习宣传高地、制度创新高地、实
践推广平台和国际传播平台。希望论坛与研究中心
加强互动，也欢迎并邀请国内外各领域各行业的领
导同事、专家学者为研究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
策、贡献力量。

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孙金龙

王 宏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领域的重要交流合作平台。本届论坛以“低碳
转型 绿色发展——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为主题，契合当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潮流，符
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为促进各国生态交流合作
提供了重要机遇。

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秉持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交
织共振，应对气候变化、完善全球环境治理、建设
全球生态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而道远。

我们要遵循生态系统运行规律，发展和保护

并重，统筹利用和修复，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加
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把一个清洁美
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

我们要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国际法为基
础、以公平正义为要旨，以有效行动为导向，建立
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共同守
护地球这颗蓝色星球。

我们要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推进经
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探索环境保护和发
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协同增效，共建绿色

“一带一路”，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我们期待同各方一道，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不断注入新的动力，携手建设一个清洁美丽、共
同繁荣、命运与共的美好世界。

外交部部长助理

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吴江浩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是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是世
界了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

本次论坛，一是主题选择精准。论坛
主题响应生态文明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
念，因应了国际大势，服务了中国战略，
表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深化了生态
文明国际交流与合作。二是整体谋划突
出。论坛围绕六个板块，分设 22个主题论
坛，全方位展现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三
是性别视角凸显。全国妇联与贵州省人民
政府首次联合主办了“女性在低碳转型绿
色发展中的贡献”主题论坛，探讨女性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为和担当，发出进一

步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倡议。我在此要特别
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妇女儿
童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踏足贵州，相信大家都会被这片多彩
而美丽的土地打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之美处处呈现。贵州
在建设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中不断
探索，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了“贵州智
慧”和“贵州模式”。

愿大家继续利用好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这一重要平台和窗口，深入开展生态
文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构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共建共享生态良好的地球
美好家园。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女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有作为有担当

夏 杰

贸易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强大助力，
环境保护和养护从根本上符合世贸组织的
目标，贸易自由化和世贸组织关键的非歧
视原则推动了资源更有效的分配，这对环
境是有积极影响的。

贸易开放可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
可以产生技术效应，由此，商品生产和服
务将会产生更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排放强
度的降低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

第一，更自由的贸易会提高环境友
好型商品、服务和技术的可获取性，并
降低它们的成本。第二，贸易带来的收

入增加会使得社会对环境质量有更高的
需求，换句话说，也就是更少的温室气
体排放。

世贸组织对环境保护和养护的主要贡
献通过谈判和世贸组织的规则与执行机制
以及世贸组织各个机构的工作来实现。例
如，世贸组织于 2001年发起的渔业补贴的
谈判，旨在澄清和改善现行的世贸组织渔
业补贴准则，这为海洋资源的保护做出了
贡献。现在，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正抓紧努
力，期望在第 12届部长级会议之前结束渔
业补贴谈判。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

贸易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强大助力
张向晨

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
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
间，极具前瞻性地作出了生态省建设的战
略决策。20多年来，我们持之以恒、久久
为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实现了“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素质”
的有机统一。

在 福 建 ， 绿 色 发 展 方 式 加 快 形 成 。
我们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数字经济
占 GDP 比重达 45%，海洋生产总值突破
万亿元，我们以全国 2.8%的能源消费创
造了全国 4.3%的 GDP。我们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取消了对山区

县 市 GDP 的 指 标 考 核 ， 积 极 推 进 排 污
权、碳排放权的市场交易，创新“福林
贷”“生态银行”等举措，打通了“两
山”转化通道。

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闽考
察，强调要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
傲。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栗战书委员长的重要要
求，在更高起点上持续深化生态省建设，
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为福建学习借
鉴先进理念、经验提供了良好机会，衷心
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分享成果、交流
经验，共商低碳转型，共谋绿色发展。

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在更高起点上持续深化生态省建设
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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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综合整理

7 月 13 日下午，2021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闭幕。
来自 7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 多名嘉宾，或聚首“云端”，
或亲临现场，围绕“低碳转型 绿色发展——共同构建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题，碰撞思想、凝聚共识、畅想未
来，共同呈现了一场生态文明的全球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