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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绿色发展波澜壮阔的 10 年
激发未来中国绿色发展的思考
( 代序)

《 绿色经济———中国 10 年经典与前瞻》 是一部丛书中的一本, 多维度展现了

2010 年至 2020 年 10 年间中国绿色发展的历程, 包括政策解读、 行业创新与实践。
勾画了 2020 年后中国绿色发展的趋势与特征。 该书是众多领导专家与企业家的一部
力作, 值得从事和关心中国绿色发展的各界人士一读。

2020 年之前的中国 10 年, 跨越了 “ 十一五” “ 十二五” 和 “ 十三五” 的重要

时期, 镌刻着从循环经济到节能减排、 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绿
色时代烙印,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今天在中国
已家喻户晓, 绿色发展的洪流波浪壮阔。
从全球角度看, 可持续发展道路很不平坦。 人类自三次工业革命至今, 开发和
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 但接踵而至的环境污染和极端事故也给人类
造成了巨大灾难, 支持人类生存发展与经济活动的自然资源日趋枯竭。 当今的发达
国家和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中国, 走的都是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道路。 1992 年联合国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 “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 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的 《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等文件, 被称为 《 地球宪章》 。 这说明, 世界各国已充
分认识到, 先发展后治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死路, 但对如何践行可持续发展缺乏
具体的目标和手段。 时隔 20 年之后的 2012 年, 联合国再次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可持
续发展峰会 ( 被称为 “ 里约 + 20 峰会” ) , 重申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探讨在
此方面的成就与不足, 聚焦在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绿色经济, 最终达成
了 《 我们憧憬的未来》 成果文件,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首次明确了绿色经济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并决定谈判制订 203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 SDGs) 。 作为
主管经济社会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2010 年至 2012 年, 我同时担任了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峰会秘书长, 负责筹备和组织召开了这次联合国历史上迄今规模最大、 级
别最高的专题峰会。 由于各国的发展阶段和自然禀赋不同, 会上分歧很大, 争辩激
烈, 筹备进程十分艰难, 但最终达成了一致。 我非常有幸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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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和亲历者, 这也是我漫长外交生涯的 “ 高光时刻” 。

回顾中国 10 年的绿色发展历程, 艰苦卓绝、 成就斐然。 中国自 2006 年开始的

“十一五” 规划时期启动了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考核, 至 2010 年 “ 十一五” 收官
之际, 实现了各项约束性指标, 节约能源 6. 3 亿吨标准煤,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4. 6

亿吨, 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努力。 2011 年至 2015 年的 “ 十二五” 规划时期,
更加明确了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 尤其自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深刻总结发展实践的客观规律, 创造性地
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纳入 “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并明确以 “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五大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2015 年之后, 中国经济进入以
“ 转变增长速度、 优化经济结构、 转变发展动力” 为核心特征的新常态, 成为中国
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而引领 “ 新常态” 的经济发展方式正是绿色经济。 2016 年至

2020 年的 “ 十三五” 时期,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中国政
府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 开创性、 长远性工作,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和新战
略, 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污染治理力度之大、 制度出台频度之密、 监管执
法尺度之严、 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成效更加
显著, 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成绩斐然。
中国 “ 十二五” “ 十三五” 和 “ 十四五” 规划的一系列指标中关于生态环境保

护、 绿色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相关指标是约束性的, 尤其是习近平主席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 “ 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一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体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决心和行动力度。

过去这 10 年, 中国社会各界推动绿色经济的民间行动也令人无比激动, 绿色发

展的创新实践令人鼓舞。 以国际绿色经济协会 10 年间的工作为缩影, 可见一斑。

2010 年联合国决定召开以 “ 绿色经济” 为主题的可持续发展大会, 国际绿色经济协
会同年在中国成立, 这看起来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说明中国民间社会对国际国内形
势有着非常精准的把握, 中国社会各界组织和企业已然将推动绿色经济作为一项重
大事业。 本书收录了部分专家和企业在不同领域推动绿色经济的创新实践模式和成
果, 从中可发现, 10 年以来, 中国社会推动绿色经济, 从行业研究到技术创新、 市
场应用等不同方面都经历了多轮实践, 央企国企民营企业等不同经济体制的工商企
业都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 围绕绿色经济, 中国社

会从上至下、 从政府到民间、 从科研到市场都已形成共识, 并展开了全方位的行动。
立足新时期, 展望未来 10 年, 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我们还面临很多艰巨的挑

战, 还需要砥砺奋进。 2021 年开始, 中国政府通过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 明确了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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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导向, 更加重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绿
色经济。 绿色经济已经贯穿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和全过程, 在这样
的新时期, 发展绿色经济要乘势而上、 奋力前行。 未来 10 年至 2030 年, 是中国政
府完成 “ 碳达峰” 目标之年, 中国面临很多艰巨的挑战, 由于发展历史和发展阶段
的原因, 2030 年前要实现 “ 碳达峰” , 在工业化、 城镇化与能源生产消费等领域需
要以 “ 脱胎换骨” 的决心和措施, 做出巨大努力。 尽管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但
又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最佳机遇。 “ 碳达峰、 碳中和” 目标宣布后, 中国各行业已经
展开积极行动, 特别是能源、 建筑、 交通、 电力和高耗能产业, 已经围绕碳达峰目
标做出重点任务和计划。 中国各省市结合 “ 十四五” 规划, 全面制定以低碳为主线
的发展路线图, 以政府引导、 企业为主体的社会参与模式进行全面布局。 这样的新
时期, 是绿色经济先进技术与产业发挥重要作用的黄金时期, 可以预见, 未来 10 年
也将是绿色经济最有成就的 10 年, 因此, 需要产学研各界把握机遇、 担当使命、 砥
砺奋进, 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中国绿色发展的成就做出更大努力。

在这样特定的前后 10 年的坐标之年, 国际绿色经济协会和中国金融出版社组织

出品 《 绿色经济———中国 10 年经典与前瞻》 图书, 确实是一件很有标志性意义的
事情, 既是对中国绿色发展波澜壮阔的 10 年历程的纪念, 也将对未来 10 年中国绿
色发展有所启迪。

在此, 借 《 绿色经济———中国 10 年经典与前瞻》 图书出版之际, 我真诚希望

社会各界能以更强的意识、 更有力的行动推进绿色发展, 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做出
更大的贡献。
沙祖康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
国际绿色经济协会名誉会长
2021 年 5 月

沙祖康讲话
视频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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