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家园，全面小康的时代特征
访谈专家： 生态环境部环境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采访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在“全面”，成效
在“全面”，艰巨也在“全面”。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成为这一波澜壮阔进程中极具代表性
的成就之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为什么要
强调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突出短板？是怎样的
努力促使我们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
记者就此专访了生态环境部环境和经济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

生态环境仍是制约实现
全面小康的突出短板

□

蓝天碧水净土来之不易

曹红艳

汇聚守护生态福祉的合力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小康全面
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建设全面小
康社会，为什么要强调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突
出短板？
吴舜泽：与总体小康相比，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最核心的特征与主要难点是“全面”。全
面小康，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
设五位一体的全面进步，
任何一个方面发展滞
后都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不能一边宣
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边生态环境质量仍
然不佳，这样人民不会认可，也经不起历史检
验。蓝天碧水净土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获得
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加分项。
生态环境仍然是制约全面小康的突出短
板。以前，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曾
被视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随着人民群众
生活水平提高，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诉求更加
迫切、更加强烈。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
的需要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
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突出的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百姓幸福感和获
得感的重要因素。尽管生态环境有了很大改
善，但与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相比，生态环境
仍然是制约全面小康的突出短板。
当然，也要看到，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
面临巨大挑战，
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这
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环境禀赋等相
关。发达国家实现
“小康”
时，
已基本完成工业
化和城市化，
而直至今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
仍在进行。此外，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积
累的历史环境问题比较多，新老环境问题交
织，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满足社会公众
对优美生态环境日益增加的需要，
难度巨大。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底色。近年来，伴随加快
补齐生态环境短板、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环境获
得感不断增强，同时也凝聚起守护
好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民生福
祉的强大合力。
相对于环境质量数据，人们对
支撑环境质量数据向好的量化工作
指标常常关注不多，而后者恰恰是
环境治理负重前行每进一步的重要
刻度。为加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突出环境短板，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相继实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一一打响，
每一项行动都有明确的时间表、路
线图，以尺寸之功积小胜为大胜。
从火电超低排放改造比例达到 80%
以上，钢铁超低排放改造取得进展，
到 淘 汰 老 旧 车 、黄 标 车 2400 多 万
辆，建立健全国家大气环境质量监
测网络，设立 1436 个监测点位等。
这些数据记录了污染防治行动中的
种种艰辛努力，反映了我国污染防
治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与很多
国家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
污染防治重视程度之高、治理力度
之大、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是罕
见的。
与污染防治并驾齐驱的生态保护稳步推进是观察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另一个维度。1956 年我国建立第一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1978 年决定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工程，1981 年开启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之后逐步实施保护
天然林、
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生态保护重大工程，
不断筑
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进入新时代，
我国坚持保护优先、
自
然恢复为主，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开展
国土绿化行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渐行渐近。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之所以能发生
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最根本在于新时代我们党围绕
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形成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
建设美丽中国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
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的事
业，
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
建设者、
受益者。把解决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
坚持在保护生态环境
中不断增强民生福祉，
更能汇聚起生态环境保护的磅礴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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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生态环境改善的确难度巨大，但从
人们的感受来说，蓝天一年比一年多，地一年
比一年绿，水一年比一年清，居住环境越来越
美。这些人民群众在环境改善方面越来越强
烈的获得感背后，
是哪些努力在发挥着作用？
吴舜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为加快补
齐 生 态 环 境 短 板 付 出 了 艰 苦 努 力 ，成 效 显
著。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将污染防治作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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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舜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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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一。尽管当前重污染天气、城市黑臭水体、垃
战略，
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推动我国生态
圾围城、农村环境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治
但是随着“大气十条”
“ 水十条”
“ 土十条”施
污攻坚的创新经验，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行，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生态环境质
一是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量明显改善、持续改善。
导，把生态环保提升到政治高度、作为中心工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
作来抓。通过巡查、约谈、督察、问责等强化
得到人民认可的一个关键要素。推进生态环
举措，制度化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境质量持续好转首先是以解决老百姓反映强
责”，形成了合力攻坚的生态环保大格局，显
烈的突出环境问题作为重点和突破口，把生
著增强了全社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态环境保护作为重大民心工程和民生工程来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
抓，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体现
化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工作方针。实施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好差两头的质量目标管理，改革监测管理体
蓝天保卫战紧紧盯住重点区域（京津冀及
制，确保质量监测数据“真、准、全”，以控制单
周边地区、
长三角地区、
汾渭平原）、
重点污染物
元为抓手做到了分区分类精准施策。
（PM2.5）、
重点时段（秋冬季）、
重点领域（散煤燃
三是坚持全过程综合施策的推进实施机
烧和散乱污企业）
“四个重点”
，
持续实施秋冬季
制。3 个“十条”和攻坚战方案站位高、顶层设
攻坚行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实现京
计完备、任务要求具体、责任部门明确、考核
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全覆盖。碧水保卫
约束严格，同时调度、评估、考核环环相扣，配
战聚焦城市黑臭水体，
实现地级及以上城市建
套专项行动和各部门支持政策相继出台，年
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86.7%。净土保卫战
度方案与秋冬季强化措施压茬推进，彻底改
坚定不移禁止洋垃圾入境，
全国固体废物进口
变了过去“目标任务预期型规划”有时存在的
量比2016年减少71%。确定
“11+5”
个城市和 “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落实难”
的问题。
地区开展
“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405家垃圾焚
四是坚持积极探索平衡环境与经济的关
烧发电企业从今年开始公开污染物自动监测数
系。生态环保部门一手注重推动产业结构、
据。全国累计排查涉重金属企业 13994 家，
实
能源结构、空间布局等优化调整，一手着力抓
施重金属减排工程 261 个，
确保人民群众住得
帮扶支持、培育新动能，从源头推进绿色发
安心、
吃得放心。
展，
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多赢。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一方面是满足人们
五是坚持问题导向。善于发现地方问
对美好生活、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
题，敢于曝光典型问题，勇于狠抓问题整改，
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水缸
听其言更观其行、考其绩，做到求真务实一抓
子乃至区域生态环境整体安全。党的十九大
到底，形成了问题全过程跟踪管理与解决机
报告明确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制，
实现了宏观与微观两手抓。
“十三五”以来新增完成 12 万个建制村环境
六是坚持改革创新，充分发挥制度和政
整治任务。清水绿岸、鱼翔浅底、鸟语花香、
策的改革创新红利。强化政策的激励与约束
田园风光的美好生活景象又回来了。
作用，强化科技和产业支撑，强化基础能力支
记者：多年来，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不断增
撑，
实现政府市场双向发力。
进民生福祉，我国探索了很多创新性做法，给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生态环保督察，它
基于中国国情、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形成了
理念
环环相扣的制度链条，
成为落实地方政府环境
记者：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责任的实招、硬招，反映了我国环境治理能力
与水平的不断提升。围绕
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
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
治污攻坚，我们积累了
哪些宝贵经验？
阶段性目标任务的
“交账”之年。当
吴舜泽：党的
十八大以来，
前 ，我 国 污 染
防治攻坚战
习近平总书记

的形势如何？
吴舜泽：具体来看，与 2015 年相比，2019
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上升 8.9 个百
分点，
劣Ⅴ类断面比例下降 6.3 个百分点；
细颗
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年均浓度
下降 23.1%，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年均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
“十三五”
规划确定的
生态环境保护 9 项约束性指标，其中有 7 项已
提前完成 2020 年目标任务。城市空气优良天
数比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减
少比例两项指标没有达标，
这两项是今年要攻
克的重中之重。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归纳起来可以说是 3
个“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以重化工为主的产
业结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没有根本改
变；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没有根本改变；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
态势没有根本改变。
基于这 3 个“没有根本改变”，下一阶段
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仍然是非常
严峻和艰巨的，目前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从
量 变 到 质 变 的 拐 点 尚 未 到 来 ，还 需 要 持 续
攻坚。
记者：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五年计划
时期。党的十九大提出，到 2035 年，生态环境
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如何打
好“十四五”时期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建设
美丽中国接续努力？
吴舜泽：
“ 十四五”时期要把重点放在如
何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特别是提高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稳定性上。我认为，除
在污染防治方面继续发力外，还应把更多“功
夫”
放在污染防治之外。
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更重要的是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
过程。我说的这种融入涉及各方面的绿色化
问 题 ，这 是 未 来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更 重 要 的 着
力点。
在具体工作中，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
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激励引导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正面典型。坚
持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不动摇，坚持
依法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不动摇，
坚持守住生态环保底线不动摇。充分发挥生
态环境保护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的倒逼作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