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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
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二〇一
三年九月七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
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
保护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这生动形象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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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1.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
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
求。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放弃工业文明，回到原始的生
产生活方式，而是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
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建设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自然界
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则可以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有目的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人类
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
中，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
自然规律。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对自
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保护自
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

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
外，这方面的事例众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
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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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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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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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质朴睿智
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

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初，我们就把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进入新世纪，
又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多年来，我们大力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
展，积累下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现，进入高发频发阶
段。比如，全国江河水系、地下水污染和饮用水安全问题
不容忽视，有的地区重金属、土壤污染比较严重，全国频
繁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天气，等等。

这些突出环境问题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身体健康
带来严重影响和损害，社会反映强烈，由此引发的群体性

事件不断增多。这说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
优美的环境等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
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
生问题。正像有人所说的，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
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关系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事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
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
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大力度，攻坚克难，全
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2.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二〇一三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
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一重要论述，深
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对生产力理
论的重大发展，饱含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
济快速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强调可持续发展，重
视加强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工作。但也有一些地方、一些领
域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以无节制
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导致能源资源、
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比如，能源资源约束强化，石油
等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耕地逼近十八亿亩红
线，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情况严重；一些地区由
于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已经接近或超过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的极限；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等等。
这种状况不改变，能源资源将难以支撑、生态环境将不堪
重负，反过来必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我国
发展的空间和后劲将越来越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
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环顾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经历了
“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在发展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搞
了一堆没有价值甚至是破坏性的东西。再补回去，成本比
当初创造的财富还要多。特别是有些地方，像重金属污染
区，水被污染了，土壤被污染了，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至
今没有恢复。英国是最早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伦
敦在很长一段时期是著名的“雾都”。一九三〇年，比利时
爆发了世人瞩目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使美国洛杉矶“闻名世界”。殷鉴不远，
西方传统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付出了十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教训极为深刻。

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我们建设现代
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

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发达
国家一两百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三十多年来的快
速发展中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
特点，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
走老路，去无节制消耗资源，去不计代价污染环境，难以
为继！中国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我们只有更加重视生态环境这一生产力的要素，更加
尊重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保护和利用好生态环境，才能更
好地发展生产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克
服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下大决
心、花大气力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资源利用方式、能源
结构、空间布局、生活方式，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
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
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探索走出一
条环境保护新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
赢，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3.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
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
路，抓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切实把能源资源
保障好，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
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生态红线，就是国家生
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这个红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必
将危及生态安全、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我国
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
的措施不可，不然不仅生态环境恶化的总态势很难从根
本上得到扭转，而且我们设想的其他生态环境发展目标
也难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要精
心研究和论证，究竟哪些要列入生态红线，如何从制度上
保障生态红线，把良好生态系统尽可能保护起来。对于生
态红线全党全国要一体遵行，决不能逾越。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
间载体，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相统一的原则，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
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
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
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
战略，严格实施环境功能区划，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
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
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要坚持陆海统筹，进一步
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大部分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原
因是来自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粗放型使用，如果竭泽而渔，
最后必然是什么鱼也没有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建
设生态文明必须从资源使用这个源头抓起，把节约资源作
为根本之策。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

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
地消耗强度。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
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水源地
保护，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严守十八亿亩耕
地保护红线，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严格土地用
途管制。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提高矿产资
源勘查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水平。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
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
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
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
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
力推进颗粒物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
染综合治理，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PM2.5）、饮用
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切
实改善环境质量。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
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扩大湖泊、湿地
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4.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
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实现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必
须依靠制度和法治。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
问题，大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有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
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必须建立系统完
整的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科学的考核评
价体系犹如“指挥棒”，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是最重要
的。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
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
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要把生态环境
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如果生态环境
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

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资源环境是公共产品，对其造
成损害和破坏必须追究责任。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
决策、导致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
应该终身追究。不能把一个地方环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
拍拍屁股走人，官还照当，不负任何责任。要对领导干部
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
身追究制。

要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健全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制度，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强化
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
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
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制度
约束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
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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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环境保护

在坎昆、德班以及多哈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上，中国在分享国内节能减排经验的同时，承诺对最不发
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及非洲国家加大环保领域的援助投
入，帮助其发展清洁能源，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援建项目。中国在清洁能源、环境保护、防涝抗旱、水
资源利用、森林可持续发展、水土保持、气象信息服务等
领域，积极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三年中，中国
为 58 个发展中国家援建了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发电等可
再生能源利用项目 64个。

提供物资。2010 年至 2012 年，中国向柬埔寨、缅甸、
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密克罗尼西亚等 13 个发展中国家
援助了 16 批环境保护所需的设备和物资，包括风能和太
阳能发电及照明设备、太阳能移动电源、沼气设备、垃圾
车、排水灌溉设施等。中国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与格林纳达、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贝
宁、马尔代夫、喀麦隆、布隆迪、萨摩亚等 9 个国家签订了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物资赠送的谅解备忘录》，共向相关
国家赠送节能灯 50多万盏，节能空调 1万多台。

开展能力建设。三年中，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布隆迪、
苏丹等国开展技术合作，促进了上述国家太阳能、水力等
清洁能源利用及管理水平的提高。中国为120多个发展中
国家举办了150期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培训班，培训
官员和技术人员 4000 多名，培训领域包括低碳产业发展
与能源政策、生态保护、水资源管理与水土保持、可再生能
源开发利用、林业管理和防沙治沙、气象灾害早期预警等。

四、区域合作机制下的对外援助

中国注重在区域合作层面加强与受援国的集体磋
商，利用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等区域合
作机制和平台，多次宣布一揽子援助举措，积极回应各地
区的发展需要。

（一）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自 2000 年中非合
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积极在论坛框架下同非洲国家开
展发展合作，逐步增加对非洲援助力度，有效促进中非关
系全面发展。

优先促进农业发展。中国一贯重视与非洲开展农业
合作。2010 年至 2012 年，中国在非洲建成了 14 个农业技
术示范中心，另有 8 个技术示范中心进入规划实施阶段；
派遣了大量农业专家开展技术合作；为非洲国家培训农
业技术人员超过 5000 名。2012 年 7 月，在中非合作论坛
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援建更多农业技术
示范中心，进一步加强技术培训和示范推广，帮助非洲国
家提高粮食生产、加工、储运和销售能力。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一直是中
国对非援助的重点领域。坦赞铁路是中国早期支持非洲跨
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志性项目，建成后，中国不间断地开展
技术合作，为铁路运营管理提供帮助。2010年至2012年，中
国在非洲援建了86个经济基础设施项目。2012年，中国宣
布同非洲国家建立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
系，为项目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提供支持，鼓励有实力的中国
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建设。中国积极支持非洲联合自强和
一体化进程，援建了非洲联盟总部大楼和会议中心，同时支

持“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帮助非洲加强能力建设。
推动医疗卫生合作。中国长期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目前，43 支中国医疗队分布在 42 个
非洲国家。中国援建了近 30 所医院和 30 个疟疾防治中
心，提供 8 亿元人民币的医疗设备物资和抗疟药品，为非
洲国家培训医护人员超过 3000 名。援利比里亚塔佩塔医
院项目医疗设备先进齐全，建成后由中国、埃及、利比里
亚三国合作运营，为该项目可持续运营进行了有益尝试。

开展能力建设。三年中，中国在非洲国家援建了 150
所中小学校，培训各类人才约 4.7 万名。2012 年，中国宣
布实施“非洲人才计划”，在今后三年内为非洲培训 3 万
名各类人才，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 18000 个。当年，中国
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政府奖学金名额已达 6717个。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积极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应对气候
变化的能力，加强在卫星气象监测、新能源开发利用、沙漠化
防治、城市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在非洲援建的105
个清洁能源和供水项目已陆续开工建设或交付使用。2012
年，中国启动为有关非洲国家援建自动气象观测站、高空观
测雷达站等设施，提供森林保护设备，开展人员培训和交流
研讨，支持非洲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二）促进与东盟务实合作全面发展

自 2003 年中国与东盟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中国积极在各领域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重点向东盟低收
入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支持东盟缩小内部发展差距。

支持多层次区域合作。中国多渠道提供资金，支持东
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2010 年至 2012 年，中国
连续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援助举措，重点支
持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援建了一大批工农业生产和基础
设施项目，助推东盟国家经济发展。

促进农业综合发展。2010 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大“中
国—东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实施力度，与
东盟各国共同建设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 20 个，示范推
广面积达 100万公顷；在东盟国家新建 3个农业技术示范
中心，派出 300 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赴东盟进行指导；
在周边国家建设跨境动植物疫病防控监测站，建立动植
物疫病联防联控体系。

加强能力建设。三年中，中国为东盟国家培训官员和
技术人员 5 千余名，涉及商务会展、文化艺术、汉语、金融
财税、传统医药和传染病防治、新能源、农业等领域。

（三）支持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利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
作论坛（澳门）、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
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和上
海合作组织等平台，与相关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

帮助亚非葡语国家改善民生。自 2003 年中国—葡语
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成立以来，中国同安哥拉、佛得
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东帝汶等发展中葡语国家重
点在文教卫生、能力建设、农业等领域开展援助合作。
2010 年至 2012 年，中国向上述五国提供优惠贷款近 16
亿元人民币，培训人员 2000 多名。2011 年中葡论坛培训
中心在澳门落成，截至目前已举办 10余期研修班。

加强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务实合作。中国积极落实
2011 年第三届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宣布的援助
举措。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在第三届论坛框架下，向加勒
比地区国家提供优惠贷款近 30 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建

设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为加勒比国家培训官员和技术人
员 500 余名，在地震或海啸预警监测网建设方面提供培
训，为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等国家援建学校，向多
米尼克派遣医疗队并培训医护人员，与多米尼克、格林纳
达、古巴等国家开展农渔业技术合作。

支持太平洋岛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重视发展与太
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支持其提出的旨在推进区域合
作进程的“太平洋计划”。自2006年首届中国—太平洋岛国
经济发展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以来，中国为岛国培训官员
和技术人员超过 2500 名；与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
亚、汤加、密克罗尼西亚等国开展农渔业技术合作。中国协
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疟疾防治，分别向萨摩亚、瓦努阿
图、密克罗尼西亚、汤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派遣医疗队，
并为岛国举办卫生官员、医院管理及医药研究人员培训班。

五、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随着参与国际发展事务能力的增强，中国在力所能
及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多边发展机构的援助工作，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开展经验交流，探讨务实合作。

（一）支持多边机构发展援助

近年来，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在发展援助领域的作用突
出，尤其在推动发展筹资、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应对全
球性发展问题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中国通过自愿捐款、
股权融资等方式，支持并参与多边机构发展援助行动。

参与多边发展机构的援助工作。2010 年至 2012 年，
中国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业发展组织、人口基金会、儿
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粮食及农业组织、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全
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等国际机构累计捐款约
17.6亿元人民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减贫、粮食安全、
贸易发展、危机预防与重建、人口发展、妇幼保健、疾病防
控、教育、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三年中，中国通过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项目，先后派出 235 名专家赴蒙古、尼
日利亚、乌干达等9个国家，为当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提供
技术援助。2011年至2012年，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配
合，先后派出15名专家赴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
和巴基斯坦，帮助当地控制脊髓灰质炎传播。2012 年，中
国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设立援非教育信托基金，
帮助非洲8个国家开展师资培训。

支持地区性金融机构的发展筹资。中国加强与亚洲开
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加勒
比开发银行等地区性金融机构的合作，促进更多资本流入发
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环保、教育和卫生等领域。截至2012
年，中国向上述地区性金融机构累计捐资约 13亿美元。继
2005年中国出资2000万美元在亚洲开发银行设立减贫和
区域合作基金之后，2012年中国再次出资2000万美元续设
该基金用于支持发展中成员的减贫与发展。截至2012年底，
中国累计向亚洲开发银行的亚洲发展基金捐资1.1亿美元。
此外，中国利用在非洲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和加勒比开
发银行设立的技术合作基金，支持上述机构的能力建设。

（二）参与发展合作国际交流

中国积极参与发展合作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其他国
家和国际组织加强对话，分享发展合作经验。

积极参与全球发展议题研究与讨论。三年中，中国在
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可持续发展大会、发

展合作论坛、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
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世界贸易组织“促贸援助”全球审
议大会、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等一系列国际会议上，积
极阐释中方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

与其他国家和组织开展发展合作对话交流。中国以
开放的姿态与其他国家和多边发展组织在发展援助领域
加强对话沟通，增强互信，相互学习借鉴。中国与英国、澳
大利亚、瑞士等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行发展援
助研讨或业务交流活动。

（三）开展援外国际合作

为有效借鉴国际经验，提升援助效果，丰富援助方式，中
国加强在发展援助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在尊重受援国意愿的
前提下，与其他多双边援助方试点开展优势互补的三方合作。

联合开展培训活动。中国继续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儿童基金会，粮食及农业组织，工业发展组织，人道主义
事务协调办公室，商品共同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
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以及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开展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培训合作。2010 年至 2012 年，中国与上述机构联合举办
各类培训班近 50 期，涉及农业、贸易发展、防灾救灾、金
融、工业发展以及社会公共管理等领域。

分享发展合作经验。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举办以能
力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题的国际发展合作研讨会，邀
请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参会，共享发展合作经验。2011
年 10 月，中国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合作举办

“中非大学校长论坛”，中非双方围绕中非大学未来合作
前景进行研讨。中国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连续五年开展
南南合作研讨活动，共同分享农业发展和农村扶贫经验。
中国与亚洲开发银行连续举办五届研讨班，就亚太地区
城市建设与中小企业发展议题开展交流。

试点开展三方合作。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柬埔寨
三方在成功开展“木薯种植技术培训班”项目基础上，启动

“扩大木薯出口”合作项目。2012年3月，由中国出资设立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非多边教育合作信托基金正式启动，
加大对非洲基础教育的投入。应库克群岛政府要求，2012年
8月，中国、新西兰和库克群岛就合作建设库克供水项目达
成共识，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民众提供安全卫生的饮用水。

结束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消退，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与实现发展的任务依然艰
巨。国际社会应动员更多的发展资源，加强南北合作，支
持南南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最终在全
球范围内消除贫困。

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中国将顺应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尊重和支持发
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积极推动南南
合作，切实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今后，中国将继续增加对外援助投入，进一步优化援
助结构，突出重点领域，创新援助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有效帮助受援国改善民生，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中国
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享机遇，共迎挑战，推动实现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为人类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
献。 （新华社北京 7月 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