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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報告提出： 「社會建設與人民
幸福安康息息相關。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
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着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
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
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進建設
和諧社會。」深圳大學黨委副書記、深圳
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陶一桃對
此深有感觸，他對大公報記者表示，過去
官場上流行 GDP 崇拜，然而 GDP 只是社
會發展中的一個物質增長指數，沒有伴隨
着社會福祉提升的 GDP 和人均 GDP 的增
長，只能是一個缺乏靈魂和人文關懷的單
純物質增長。十八大報告重新把社會福祉
的發展定為社會建設的目標，回歸正軌。

陶一桃指出，在現實官場裡，GDP作

為政績指標的意義大於經濟指標本身。對
官員來說，GDP數字上升本身就是政績，
就是意義，但對老百姓來說，他們更關心
的是 GDP 數字帶出來的就業、收入、社
會福祉的變化。如果社會在創造越來越多
財富的同時只是形成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
；如果社會高速增加財富總量的同時，又
加倍推高失業率和加劇社會的不公平，那
麼這樣的 GDP 與經濟增長速度的提升，
只會導致越來越大的社會危機。

陶一桃認為，中國社會改革是在較低
人均收入水平上展開的，由於轉型期的社
會分配和保障制度不完善，政府必須有意
識地用制度安排來解決經濟增長中的貧困
現象和經濟繁榮中的低福利問題。對於目
前的中國社會，社會福利制度必須作為推
動普遍富裕的槓桿發揮作用，而不是單純
等待它作為普遍富裕的結果而實現。

（本報記者黎冬梅）

楊偉民指出，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是中國
的基本國策。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
發展，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途徑和方式
，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任務和重要內
涵。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
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是推進生態文
明建設的重要目標。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了今後一個時期推進
生態文明建設的四項重點任務，包括 「優化國
土空間開發格局」、 「全面促進資源節約」、
「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和 「加

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構建 「三大戰略格局」
「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方面，必須加

快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這是解決中國國土空
間開發中存在問題的根本途徑，是促進城鄉區
域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也是當前生態文
明建設的緊迫任務。

要根據《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推動各
地區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定位發展，構建科學合
理 「三大戰略格局」。一是構建以陸橋通道、
沿長江通道為兩條橫軸，以沿海、京哈京廣、
包昆通道為三條縱軸的 「兩橫三縱」城市化格
局。二是構建以東北平原、黃淮海平原、長江
流域、汾渭平原、河套灌區、華南和甘肅新疆
等農產品主產區為主體的 「七區二十三帶」農
業發展格局。三是構建以青藏高原生態屏障、
黃土高原─川滇生態屏障、東北森林帶、北方
防沙帶和南方丘陵山地帶以及大江大河重要水
系為骨架的 「兩屏三帶」生態安全格局。

加強全過程節約管理
楊偉民指出， 「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就要

根本轉變資源利用方式，加強全過程節約管理
，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強度；必須推
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支持節能低碳產業和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發展；加強水源地保護和
用水總量管理；嚴守耕地保護紅線，嚴格土地

用途管制；加強礦產資源勘查、保護、合理開
發；建立循環經濟體系，發展循環經濟。

「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方面，
必須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推進荒漠化、石
漠化、水土流失綜合治理，擴大森林、湖泊、
濕地面積，保護生物多樣性；以解決損害群眾
健康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強化水、大氣、土
壤等污染防治；深化顆粒物污染防治，加強重
金屬污染和土壤污染綜合治理；堅持共同但有
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各自能力原則，
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五方面加強制度建設
楊偉民指出，制度建設是推進生態文明建

設的重要保障， 「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要
在五個方面着手：一是必須改變唯GDP的觀念
，淡化GDP考核，增加生態文明在考核評價中
的權重，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
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二要健全基本管理
制度，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最嚴
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水資源管理制度、環境保
護制度；三要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
，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
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
補償制度；四要建立市場化機制，用市場化辦
法促進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積極開展節
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試點；五
要加強環境監管，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
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

五位一體科學發展觀再升華

解讀
十八大十八大

▉ 「兩橫三縱」：以陸橋通道、沿
長江通道為兩條橫軸，以沿海、京
哈京廣、包昆通道為三條縱軸的城
市化格局。

▉ 「七區二十三帶」：以東北平原
、黃淮海平原、長江流域、汾渭平
原、河套灌區、華南和甘肅新疆等
農產品主產區為主體的農業發展格
局。

▉ 「兩屏三帶」：
以青藏高原生態屏障
、黃土高原─川滇生
態屏障、東北森林帶
、北方防沙帶和南方
丘陵山地帶以及大江
大河重要水系為骨架
的生態安全格局。

❶增加生態文明在考核評價中的權重，把資源消耗、環境損
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❷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
、水資源管理制度、環境保護制度；❸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
和生態補償制度；❹建立市場化機制，積極開展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
水權交易試點；❺加強環境監管，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

害賠償制度。

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擺
上突出位置，與經濟建設、政治建
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共同組成
「五位一體」 總體布局。中央財經
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
《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中撰文指
出，必須加快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
，推動資源利用方式根本轉變，從
五個方面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本報記者 吳昊辰

以人為本
告別GDP崇拜

十八大報告中提出，
要擴大文化領域的對外開
放，積極吸收和借鑒國外
優秀文化成果。中國印度
文學、文化比較研究專家
郁龍余教授向大公報記者
表示，文化的自信、自覺
，源自對文化之美的真愛
。推動中華文化經典的向
外流傳，將令中國更受世
界的重視。

郁教授從事中印文化比較研究多年，對中印文
化的交流做過一些實際的工作，他說，中國文化走
出去，將中華文明的經典印成各國文字向全世界傳
播，是中國幾千年來的頭一回。隋唐時代，越南、
朝鮮、日本及西域各國向中國紛紛派遣留學生，向
中國學習，這是外國人自發地學習先進文化；明末
清初，耶穌會士東來，積極翻譯中國古代經典，雖
然獲得徐光啟等開明官員的支持，但朝廷自身並沒
有正面表態。今天中國實施文化走出去的方針，制
定一系列教授漢語、翻譯傳播中華文化經典的措施
和辦法，顯示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與自覺。

郁龍余認為，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是中國文化
走出去的一個十分有效的方法。在孔子學院，傳播
的不僅是語言和文化，更重要是學院的志願者本身
就是中國 「民間大使」。很多外國人可能沒有機會
踏上中國的土地，在他們眼裡，這些志願者就是中
國。

美己之美 與人共美
郁龍余說，歷史上，中國花了一千多年時間引

進印度佛教，使其演變成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佛教。近一百年來，中國也把西方的馬克
思主義引進來，不斷將其中國化。外國優秀文化要
大刀闊斧地引進，中國優秀文化要大張旗鼓地走出
去，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標誌。

郁龍余提出，文化交流應秉承 「美美與共」的
原則， 「美己之美、與人共美」。只有自己覺得美
，別人不覺得美的東西，也不能強加於人。比如，
北京的臭豆腐不能硬往不愛吃的外國人嘴裡塞。而
且文化交流是雙向的，在 「與人共美」的同時，還
應該 「美人之美」，這樣就能做到 「己美」與 「人
美」之間的互動，做到 「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臻乎文化交流的最高境界。 （本報記者王一梅）

文
化
交
流

講
求
﹁

美
美
與
共
﹂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如松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
表示，十八大報告中共有39次提到生態，12次提
到生態文明，與此相比，在十七大報告分別只有
12處及2處。並且，十八大報告首次把生態文明建
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
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從十六大的
「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

到十七大的加入 「社會建設」成四位一體，再到
十八大 「五位一體」概念的提出，是科學發展觀
的升華，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化，標誌着
中國生態振興拐點的到來。

環境為體 經濟為用
王如松表示，不惜代價高投入、高消耗、高

污染、不協調、低效率的傳統增長方式已無以為
繼。中央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實質上就是要建設
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
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
社會。

他同時指出，生態文明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保
護環境、節約資源、環境友好，也不僅是生物和
環境的關係問題，更多地是指多層面的處理人和
自然、局部和整體，以及人和人之間的相生相剋
、相輔相成的關係。

王如松高度評價十八大報告擯棄了傳統環境
保護 「就污染談污染」的還原論思維，而是從優
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發展循環經濟產業、保護
區域生態環境、完善生態文明制度等方面，部署
生態文明建設方略。認為這體現了 「環境為體、
經濟為用、生態為綱、文化為常」的整體論思想。

王如松也讚賞此次報告更多注重了人情味的
表述，像 「美麗中國」概念的提出。毋庸諱言，
中國歷經六十多年建設發展，日益走向繁榮富強
。但發達國家工業化時期出現的環境破壞問題也
擺在了當代中國人的面前。他感慨地說： 「什麼
樣的中國是美麗的？應
該是經濟發展與生態環
境相適應，在其中誘導
可持續性的生產和消費
，讓群眾擁有正確的生
態美學價值觀。」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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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社會
學和人口學研究所副所長梁
理文研究員接受大公報專訪
時表示，黨的十八大報告首
次將 「權利公平、機會公平
、規則公平」三種公平觀作
為一組理論概念來使用，標
誌着中國公平正義理念的進
步。

梁理文指出，黨的十七
大報告在闡述深化收入分配
改革時，已提到了 「創造機會公平」的概念，但尚未
使用權利公平、規則公平的概念。十八大報告中則明
確指出了，要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
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
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

梁理文認為，解決社會不公平，首先要改善制度
。例如滯後於目前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城鄉二元化戶
籍制度，就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大障礙。
要落實權利公平，就要改革戶籍制度。

權利公平為正義核心基礎
梁理文指出，當今領導層關注民眾的幸福感，這

是一種全新的執政理念。人均收入急劇增加，幸福感
卻相對下降，這是我們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悖論現象
。這是由於經濟發展放大了社會制度中的不公平，從
而造成了人們在追求利益和幸福時產生了心理挫折和
期待落差。事實上，發展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硬道理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將 「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
則公平」三種公平觀作為一組理論概念來使用，寓意
着未來改革將更強調公平。

梁理文解釋說， 「機會公平」也稱作 「起跑點的
公平」，強調尊重個人發展空間。「規則公平」也稱作
「程序公平」，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

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而 「權利
公平」則是公平正義的最為基礎和最為核心的內容，
權利公平的提出標誌着中國公平正義理念的進步。要
真正落實權利公平，最重要是改革制度，如公共財政
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促進社會公
平的主要措施，就是要強化制度保障，用制度與規則
創造公平發展的空間和共建共享的平台，建立一個人
人肯努力、人人有機會、人人存希望的幸福社會。

（本報記者袁秀賢）

建設生態文明，是關
係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
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
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

、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
，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

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
，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
化建設、社會建設各

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
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

民族永續發展。

全國功能區三大格局

十八大報告指出：

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郁余龍

▼王如松

▲陶一桃

▲梁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