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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to understand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economy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quality of Xi Jinping’s
eco-economic though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at Xi Jinping’s eco-economic thoughts have the
theoretical creativity that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the practical creativity that i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is has a strong guiding and explaining power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ore of Xi
Jinping’s eco-economic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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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基础。深
刻领会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梦具体实践具有巨大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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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从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理论品质出发，探究出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具有与时俱
进的理论创造力和实事求是的实践创造力，这对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内核具有较强的解
释力和引领作用。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理论，品质，探析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是我国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与民族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我国现时代生态修复
与生态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进一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具体实践、实现中
国梦的客观需要。探究其理论品质有利于从整体性上全面把握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

2. 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治国理政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经济思想，如“山水林田湖是
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经济系统论、“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经济关系论、“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经济
建设目标论等等。这些生态经济理论既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些生态经济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理论的继承，也是对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理论思想的发展。坚持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
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必然结果。因此，学习和研究习近平生态
经济思想，正确理解和认识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3. 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理论品质之一——与时俱进的理论创造力
我国自建党以来，一致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全过程，现在又进入了进一步强起来的重要阶段。并
相应产生出了与时俱进的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这些思想理论体系包括：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理
论都具有同样一个品质——那就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造力。因此，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同样也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造力。

3.1. 生态经济系统论是对马克思关于“自然界优先地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生态经济系统论是指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经济–社会三大系统复合而成为巨系统，
该系统中的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必须保持协调有序而又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
生态经济系统功能，并把生态系统置于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1]，并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补短板问题上特别提出“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
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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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2]，同时指出“要在全社会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3]，从而真正确立了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和谐发展的生态经济系
统观。习近平的生态经济系统论既是对马克思关于“自然界优先地位”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其生态
经济思想的理论前提和重要体现。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是建立在肯定“自然界优先地位”前提下的。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
能创造”[4]。外部自然界既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发展空间，又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自然基础条件，人
“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
人的无机的身体”[4]。“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
人的身体”[4]。这充分印证了马克思肯定了自然界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先在性及制约性。从而
决定了自然界对人类生存的依赖性上，也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界及其发展规律的自觉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界优先地位”的思想，并依此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经济系统论。正是习近
平生态经济系统论的形成，为其生态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在许多次讲话中都特别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优先地位和重要性。他指出：“山水
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
树”[1]。良好的自然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因此，习总书记为此谆
谆告诫我们，“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我们在进行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中一定要学会尊重自然规律，“你善
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5]。他在具体阐述
土地、森林等自然物品的生态价值时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1]。“森林是陆地生态
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1]。“水资源和环境紧密相关，互为因果，
没有良好的水环境就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5]。他要求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要学会算总账、算生态账，
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对于治理生态环境污染，要舍得用真金白银。对
于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欠债，迟还不如早还，早还早主动，否则无法向下一代交代。可以说，习近平总
书记的生态经济系统论为其生态经济价值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
的理论前提。

3.2. 生态生产力论是对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思想的发展与坚持
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历来都是我们党和政府关注的核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出发点。
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我们党和政府认真审视我国现存的实际，准确的判断出中国当时
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解决好这一
矛盾的关键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我国生产力的水平。为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明确提
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从而极大的推动了我国以科学技术为第一动力的生产力的大发
展，也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大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前进。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今天，我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习近平为核
心的新的领导集体针对我国当前的实际，准确的提出：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生产力的维度来看，解决好这一矛盾的出发点就是
要根本树立起生态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和理念，这既是贯彻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具体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集中表征，同时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生态生产力思
想产生的源泉。因此，习近平在“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1]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生态环境
也是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思想，为此他特别指出：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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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这一论断既是习近平生态生产力论的全部核心要义，
也是对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的继续坚持和发展。
关于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授有精辟的论述，他在《生态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在马克思的自然理论与生态经济理论中，具有丰富的自然生产力思想，
它是马克思的广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性概念[6]。并认为：马克思把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作用十分明显的劳
动的自然条件就称之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6]。这些自然生产力主要包括：“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
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
属、煤炭等等”[5]。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包括自然界的自然力和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条件两
大快。由此，刘思华教授进一步指出：“自然生产力即劳动的自然生产力，是指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的纳
入生产过程和未纳入生产过程，能够创造自然生态财富和社会经济财富的能力”[6]。因此，自然生产力
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创造自然生态财富的能力，另一方面表现为与社会生产力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社
会经济财富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因为坚持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思想与中国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
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我国现时代所面临的基本矛盾的正确解决，提出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的生态生产力思想。为我国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容、发展的要求、发展的目标以及发展的路径指明了
方向。

4. 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理论品质之二——实事求是的实践创造力
不同的历史方位造就了同一时代的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也不例外，它都是源于实事求是
的实践经验和具体成果的不断总结，再现出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优秀理论成果。因此，习近平
生态经济思想具体时代的特征的表现应该具有实事求是的具体实践的创造力，这同时也决定了习近平生
态经济思想创建和形成的现实根基。

4.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经济关系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座山论”)是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最著名的科学论断之
一。党的十九大将“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直接写进了报告，《中国共产党章
程(修正案)》在总纲中专门增写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可以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和论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科学
而又完整地回答了绿水青山为什么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经济思想。习近平在题为“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
的讲话中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我讲过，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这一掷地有声的话语就是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也就是在发展中一定要认真处理好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
系实质就是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辩证关系，那就是“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
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7]。绝对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生态环境，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环
境为代价。如果这样，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2]。为了说明这一点，习近
平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话语：“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
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同
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2]。并进一步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
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
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2]。习近平“两座山论”的思想不单纯是对马克思主要生态经济思想的继承，更是他本人将马克思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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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具体实践中经验的总结。早在 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的习总书记到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在座谈会上，当地村干部介绍了关停污染环境的
矿山，然后靠发展生态旅游实现了“景美、户富、人和”。习总书记听了以后高兴地说：“我们过去讲，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值 2015 年 5 月 25 日~27 日，习近
平总书记到浙江省调研时再次指出：“这里是一个天然大氧吧，是‘美丽经济’，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道理”[5]。2016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青海省考察时，针对三江源的变化指出：“三
江源地区有的县，30 多年前水草丰美，但由于人口超载、过度放牧、开山挖矿等原因，虽然获得过经济
超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湖泊锐减、草场退化、沙化加剧、鼠害泛滥，最终牛羊无草可吃。古今中外
的这些深刻教训，一定要认真吸取，不能再在我们手上重犯”。并强调：“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
华水塔’，是青海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来不得半点闪失”。
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要从政治高度充分认识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价值观和发展观。他指出：“环境保护和
生态建设，早抓事半功倍，晚抓事倍功半，越晚越被动”[8]。同时指出：“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9]。于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3 月 7 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说的绿水青
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

4.2. “绿色发展”是我国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路径选择的实践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在新发展理念里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同时还
专设一节“推进绿色发展”内容，由此可见，绿色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内容，并成为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是对生态经
济关系论的实际应用，它是习近平在长期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
路径应该是沿着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绿色发展”进行选择。只有选择“绿色发展”，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理念才能构成不可分割的五位一体的新的发展理念，从而也才能引领我
国不断走向生态文明之路。因此，习近平明确指出：“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
今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2]。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习近平先后在河北正定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方工作，在地方工作期
间，习近平就始终坚持将“绿色发展”的思想理念贯彻到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比如，
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他就已经认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为此明确提出了“宁肯不要
钱，也不要污染”的生态经济发展思想。在福建工作期间，他根据福建的实际探索出“开发林业资源为
抓手，以科技兴农的发展思想实现福建东部地区发展大农业”。在浙江主政期间，他大力推动生态省建
设新理念。特别是从十八大胜利召开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把绿色发展思想和实践经验提到了一个新的认
识高度，使得绿色发展理念成为了习近平新发展理念中“五大发展理念”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从而提
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并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
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2]。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向全国人
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昭示：“我们要对保护生态环境务必坚定信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
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2]。同时明确提出：
“要坚决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
国良好形象的出发点，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
DOI: 10.12677/ass.2019.81012

79

社会科学前沿

张新平

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
优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2]。由此可见，“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协调论是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在
新时代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生态经济治理思想的
内在辩证统一。与此同时，“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协调论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我国传统经
济发展所造成的各种矛盾产生的深刻反思的结果，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以人为本、
勇于担当与善于实践和创新的优秀品质。因此，“绿色发展”适宜我国发展的实际、满足中华民族的愿
望，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和模式指明了方向，我们一定要不断坚持。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并由此
进一步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必须采
取一些硬措施，真抓实干才能见成效”[2]。针对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指出“那种要
钱不要命的发展，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2]。坚持绿色发展，
它既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体现了我国人民对未来美好生
活的追求。

4.3. “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国生态经济建设实践目标方向和价值追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提出“生
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事。并把生态文
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设
专章以题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加以论述，并提出“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是当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协调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经济系统论、生态经济生产力论、
生态经济关系论基础上的逻辑推演直接结果，那么“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经济建设目标论则是习近平
总书记“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协调论思想逻辑推演的现实表征。自然生态环境不仅具有内在的生态价
值，而且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2]。因此，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认真
贯彻和落实保护生态环境“必须采取一些硬措施，真抓实干才能见成效”[2]。要坚决使“保护生态环境
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的思想落地生根，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
道。要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
方式。要加大环境督查工作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着力解决生态环境方面突出问题，让人民群
众不断感受到生态环境的改善”[2]。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方面
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扎实工作、合力攻坚，坚持不懈、务求实效，切实把党中央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建设美丽中国、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更大贡献”[2]。
由此可见，“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定位与价值追求，也是顺应人民群众
追求美好生活的期待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庄严宣誓的责任担当和政
治表现。
为了“建设美丽中国”目标得以实现，在 2018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就“建设美丽中国”提出了“时间表”、“路线图”、怎么干！习近平强调，“生态文明建
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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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社会问题”[10]。因此，第一，“建设美丽中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确保到 2035 年，生态环境
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第二步是到本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第二，“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坚持六项基本
原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二是全面树立生态经济关系论思想，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
三是牢固确立“以人民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观；四是全面助推生态经济系统的原则；五是严格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创新；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第三，“建设美丽中国”必须
要在：空气质量的改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布局、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风险常态化管
理、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建立科学合理的
考核评价体系、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等十三各方面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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