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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

张秀芹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世界形势的深刻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

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使全球治理秩序也正在发生深刻调整。面对大变局下的全球生态治理失衡，必须要

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前提下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和完善行之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始终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推动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制度性

的尝试，既能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生态保障，也能为完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推动构建地球命运

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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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

Zhang Xiuqi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100083, P.R. China)

Abstract: That the world is experiencing a wider context of once-in-a-century changes is a major judgment
made  by  Xi  Jinping.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have  also  led  to
profound  adjustments  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order.  In  the  face  of  the  imbalance  of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work together for building a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untry  has  always
focused 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n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is institutional attempt
not only provides ecological guarantee for developing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but also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improving  the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pattern  and
promoting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all life on earth.
Key words: wider context of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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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

格局和发展趋势做出的重要战略论断。关于其内涵，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作了全面、

系统的论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

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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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

胁。”[1]
从文件表述上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

国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总体判断，是一个实践性的话语

体系，其本质是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的科学抽象。

学术界普遍认为，大变局主要指的是世界格局的演

变，是国际秩序的重塑，并从多重维度上将变局概括

为“力量之变”“范式之变”“气候之变”“科技之变”和

“理念之变”等[2]
。

大变局既催生了新的机遇，也充满了风险挑

战。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

比，多极化加速发展。21 世纪头 20 年，物质财富不

断积累，科技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

水平。然而，另一方面，南北差距加大，地区冲突此

起彼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恶化。

百年变局下生态文明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议题

之一。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的“千年大计”，已与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伴而生，同频共振。百年

大变局下的全球生态治理，最根本的是要形成一套

行之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上将生态文明纳

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践中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建设为主线，不断推动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

广的最鲜活样板，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大

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
[3]
。百年变局

下，中国从“生态之制”走向“生态之治”，是既具中

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理论实践。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生态

环境问题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将人类

从孤立的原始封闭状态逐渐联结为一个整体，人类历

史进入世界历史
[4]
。在这一进程中，西方国家由于率

先进行工业革命，采用资本主义大工业化生产，不到

百年的时间里生产力不断积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

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

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
，由此形成

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比较优势，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一度呈现出“西强东弱”的格局。与此同时，资本主义

的盲目性生产致使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可以说，

全球性的生态安全问题主要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本质，决定其与全球生态环境

保护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与冲突。 

（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牵涉到大国博弈

进入新千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生物多

样性丧失、极端气候等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及发展

带来严峻挑战，如何携手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已经

成为全人类亟待解决的共同议题。然而，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原料掠夺

和资本输出，也在不断转嫁工业化所带来的国内环境

危机。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工业革命后取得的比

较优势，不仅与全球生态环境，而且同非西方世界国

家的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进入 21 世纪后，由于气

候变化等问题更加突出，各国就生态问题展开的博弈

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更有甚

者，值此百年变局，部分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思维却

不断抬头，造成全球生态治理体系进一步破碎化，致

使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更趋复杂。

大变局下，全球性生态问题的解决，不单局限

于世界各国携手保护环境，更涉及到国家科技创

新、产业革命等议题。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转移高能耗产业，在输出污染的同时压制

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例如，为应对气候变化，

世界各国对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所作的不同安

排，就与本国国内的产业升级进程直接相关。发展

中国家始终认为，环境问题作为累积问题，与近代

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的几次工业革命密切相

关。西方发达国家不应利用生态问题钳制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权利。对诸如气候等生态问题，发展中国

家只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对生态保护的利益诉求不同，对生态治理的

责任承担尚存在较大分歧，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

“公地悲剧”还在不断上演。百年变局下，以中国为

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政治格局呈

现明显的“东升西降”态势，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

体系亦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的凸显

必然要求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变更与完善。当前，

不断凝聚国际生态共识，建立健全更合理的制度规

则体系，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以应对全球性生态挑

战，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之一。 

（二）全球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具有世界意义的

生态文明思想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大时代、大

变局必然需要更加具有实践性和哲思性的理论指

导。可以说，全球性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在一定程

度上与没有一个站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高度的思

想体系有很深的关联。从历史维度看，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

思想与学说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

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对人类如何实现从工业文明到

生态文明崭新形态的不懈探索，其既具本土性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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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从学术理论上看，现代西方环境理论流派众

多，其基本立场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关

系。大致可划分为三种，即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

主义、折衷论。人类中心主义主要强调生态环境保

护的价值归宿应落在为人类自身的谋利上，强调人

的主体地位，保护自然的根本目的还是服务于人的

需要。自然中心主义往往又从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

的角度片面强调了不同物种的平等性权利，甚至将

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割裂开来、对立起

来
[5]
。折衷论则是对两种理论的简单调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由于其内容的科学性和

逻辑的自洽性完成了对西方生态环境理论的超越，

其不仅是要在生态保护中实现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

展，更重要的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看成一个不

能割裂的有机生态共同体，二者共同发展，互相促

进，这是西方环境保护理论不可能达到的高度。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前阶段所呈现

出来的重要特征，大变局下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复

杂性决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深刻的两重性

特征，一是为国内的生态治理赋能，二是为全球环

境难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和东方智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概括了推进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的六大原则，其中包括坚持用最严格的

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共谋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
[6]
，这两大原则共生共融于这一严密的

思想体系之中，恰恰说明其格局和站位都更高远，

不仅表明了要注重建立健全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

性的高效生态文明制度，而且表明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的构建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只是针对我国自身生态

治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从来都是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应有的题中之义，是中国构建融通中外生

态文明话语体系和引导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秩序深刻

重构、深刻变革、深刻发展的重大制度性探索，必将

对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构建系统完善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大变局下，构建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不仅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

也是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直接要求。2015 年 3 月 14 日，在习近平主持

下，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基本上搭起了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意见》明确表

明，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

之重，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

求，着力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

以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

途管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生态补偿等

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出台

相关改革方案，建立系统完善的制度体系，把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该《意见》也成

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在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进一步明确，要坚持和完

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具体表现为“实行最严格的

生态环境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

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制度”，再次表明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在生态

环境问题解决和美丽中国推进中起到的至关重要作

用。总体来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完

善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然而从逻辑体系上分析

却能形成闭环。总体上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

绕不开三个维度，即事前、事中和事后。事前，注重

源头预防。即要做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工

作，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等基础性制度，

特别是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的中国特色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体系。事中，注重过

程严控。应以完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以及

政策导向、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构建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重点，加强约束

性、管控性和治理性的制度体系建设。事后，注重发

挥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和后果导

向，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如建立健全生态

环境监测和评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生态文

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等制度。注重损害赔

偿，加强补偿性的制度体系，构建资源有偿使用和

生态补偿制度，将制度体系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让完善的制度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
[7]
。

同时，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

我国积极参与、引导国际生态治理制度变革，在生

态文明制度构建中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比如，我国引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积极推动

《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实施，推动建立“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不断加强国际环境法律制

度的运用，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生态治理秩

序，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生态保障

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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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新征程
[8]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两步走”战略

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建设也要遵循这个战略安排，

即在 2035 年实现美丽中国的基本目标和 21 世纪中

叶我国生态文明实现全面提升的远景目标。可见，

目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叠加的历史交汇

期。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作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长远举措和制度屏障，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

中，生态文明是极具象征性的政治符号和生态符号。

加强生态治理，利用生态制度体系的刚性约束为绿色

发展赋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路径。社

会主义现代化必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

表征之一就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内

的共生共融。“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9]
，在治理

观上坚持生态优先，通过建立起产权清晰、多元参

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不断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是完善国家治理

中将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有机结合的制度性探索，具

有深刻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

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只不过

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

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

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10]

。制度与思想一样，作

为上层建筑必然在现实的过程中被历史规律本身所

修正。党的十八大提出包含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到十九大确定的包含“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十四条新时代的基本方略，再到十

九届四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纳入整个国

家治理体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生态文明在我国政

治话语中不断被系统化和具体化，而且生态理性已

经逐渐成为制度理性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经验和历史成就放在重要位

置，要求增强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11]

。通过

不断建立健全成熟、定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将

国家治理体系“绿色化”，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已

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制度自觉。这种绿色转型的

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态文明领域科学高效的统筹协

调机制则成为其不竭的动力和力量源泉，也是国家

治理和政治文明发展到更高层次的体现。因此，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从不是应对环境问题

的小修小补，而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治理模式增

强绿色底色成色的一场深刻自我革命。 

（二）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历史机遇与风险挑战并

存。习近平指出，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

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不仅是国

家总体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

局的重要力量
[1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鲜明指出，我国的生

态文明建设仍是一个明显短板
[11]

。在生态领域坚持

底线思维，注重防范和化解生态领域重大风险，关

系民生、关乎党的宗旨使命，因此，必须通过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体制和安

全战略，夯实生态安全这个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中，必须时

刻保持危机意识，做好生态安全领域的战略谋划工

作。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安全发展必须贯穿国家发

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

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的必然要求
[1]
。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政策导向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付出巨大的生

态代价，四十年多来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

已进入高频发生状态，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

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突出短板。因此，当前必须

坚持底线思维，高度警惕生态领域可能出现的“黑天

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以加强生态安全管理为依

托，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态安全型社会。构建

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以

及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通过建立常态化的

生态安全监管体制和预警机制，将生态安全纳入法制

化轨道，织牢织密生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网络，这是

管控和防范化解生态领域重大风险最重要的措施。通

过构建生态文明制度治理体系，防范和化解重大生态

风险，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推进高质量发展

从本质上看，绿色发展是以合理消费、低能耗

和生态资本的不断累积为主要特征，以绿色科技创

新为基本途径，以增加绿色财富和生态民生供给为

根本目标的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发展

道路，其核心要义是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

题。绿色发展也是一个涉及多维度、多层次和多领

域的系统性发展概念，不仅在世界观上深刻体现出

要消解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而且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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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指明了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的双向结合的

基本路径，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相协调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2013 年以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

增长的新常态，然而发展方式粗放，不平衡、不协

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针对新常态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

核心的新发展理念。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把贯彻新

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十四五”期间

的重要任务
[1]
。由此可见，我国“十四五”期间的经

济必然是“绿色成色更足”的高质量经济，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也必将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量。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筑新发

展格局，首先在发展观上需实现从经济建设为中心

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其次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

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能够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

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

律制度。绿色发展的本质是经济和生态的协调问

题，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好

经济杠杆，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不断完善

生态补偿机制，在初次分配中提高生态资源所占比

重，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序统

一。与此同时，以增加绿色生态制度供给为手段，以

创新驱动发展为战略先导，推进市场导向的绿色技

术创新，实现制度保障和科技支撑双向动力机制共

同发力，为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绿色转型探索出一

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应对全球生

态问题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我国正在引导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

领者。随着马克思说的“完整的世界历史”的不断形

成，生态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需求。中国作为百年

变局的最大变量，生态文明作为国内的重大战略，

其“溢出效应”必将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入被放

大，从而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一）完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

21 世纪以来，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

题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态环境意识越来越强，生态

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联合国曾举行过多次双边、

区域和全球性生态对话，然而始终存在议而不决、决

而不行、行而无果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影响

下，全球生态治理中所存在的单边主义倾向进一步突

出。2021 年 10 月，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加快构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国际间必须加强合作，必须

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

系
[13]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构建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开展“试

验性”的绿色治理实践，在给世界增添生态红利的同

时，始终把握历史主动，为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

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承担历史责任。

完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不仅需要有大国担当，

更需要世界各国真正践行国际生态治理的多边主

义。近年来，中国通过率先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承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大会，承诺 2030 年实现碳达峰和 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以实际行动推动和完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在

国内生态建设上，加强大江大河流域生态保护，并不

断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在国际生态治理合作上，通过构建绿色低碳的循环经

济体系，将生态优势转为发展优势，并以构建绿色

“一带一路”为主要路径，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绿色发

展成果，以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形式支持发展

中国家的生态保护事业，完成了由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的跟从者、受益者向引领者、贡献者的关键性转

变
[13]

。这一系列的战略性的制度构思和顶层设计，根

本目的就是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新格局，创

建新型的全球生态治理共同体。通过加强全球生态

治理的制度供给、资金支持和理念输出，与世界人民

一道，共建良好生态，共享美好生活，为全球性的生

态治理凝聚起更多合力。 

（二）推动地球命运共同体构建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

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

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

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14]

。在百年变局之

下，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

息化的潮流早已不可逆转，国家间的联系紧密加

深，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

中。习近平曾多次指出，面对全球性生态问题，人类

社会必须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

球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丽清洁的世界
[13]

。自然

的先在性决定了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

先决性条件，生态文明与地球命运共同体的宗旨深

度契合，二者共同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地球命运共同体至少包含两层关系，一是人与自

然的关系，另一层则是人与人的关系。从人类历史起

源看，自然的优先存在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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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即“自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

人与自然界“持续性地发生交互作用”[15]
。人在受自

然的先在性决定的同时亦能动地反作用于自然，二者

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本

质上是对普遍性的历史规律的科学总结。人与人的关

系主要针对的是地球生态维护的责任承担问题。全球

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非排他性特点，决定了整个人类

社会必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种立足于生态环境基

础上的共生关系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

能单独解决生态问题。因此，地球命运共同体本身构

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这种生态正义要求

人类社会整体性地抛弃短视行为，以共建共商共享的

全球治理观共同应对生态挑战。构建命运共同体最终

要靠制度，需要通过建设国际法治推动全球治理的法

治化与制度化。当前，构筑地球命运共同体必须以完

善生态文明制度保障为着力点，大力推进中国的生态

文明建设，并以此作为支点撬动国际生态治理体系变

革。中国作为这场“绿色实验”的先行者，在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方面必须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彰显大国

担当的同时，向世界证明我们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构建地球命运共同体的坚强意志，为化解全球生

态困境、共谋人类福祉注入强劲的推动力，为构筑一

个清洁美丽的大同世界提供“绿色制度经验”。 

（三）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制度性探索

马尔库塞曾说过，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在于其

不合理的成分存在于合理性中，科技与工业社会的

组合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更有效地利用

其资源
[16]

。历史地看，工业革命形成的西方资本主

义工业文明，其秉持的“要么增殖、要么死亡”的内

在逻辑和对资源无限掠夺的反生态本性，不仅割断

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而且在文明形态上形成对

非西方体系内国家的文明霸权。从 20 世纪中叶开

始，发达国家过度的工业化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空前

紧张，引发人类社会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思与

批判。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

史趋势。在百年变局的时代大潮下，实现对资本主

义工业文明的历史超越，创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就必须在制度上进行探索，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

与人（社会）的真正和解
[17]

。

作为对西方工业文明否定之否定基础上所形成

的最新文明样态，生态文明所揭示的是工业文明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如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社会运行的特定规律。作为一种文明范式的转型，其

在方法论上通过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限制资本的增殖

运动，为改变西方工业文明下人对自然的压迫性关系

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以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既是对当代中

国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也是诸如“和合”观、天人关

系学说等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基础上的创造性转换与复兴。这种文明的生态化复

兴过程和最终形成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超越是同一历

史进程中不可割裂的两面。当前，这相辅相成的两面

均须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为根基，不断“试错”

和探索，不断增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性话语权。

与此同时，这种对文明的历史性反思与超越进程也必

将伴随着以生态文明为基点的多文明之间的制度性

交流与对话，推动国际生态共识的不断凝聚，以此为

实现全球范围内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过渡与转

型、增进不同制度背景下的环境治理和生态正义贡

献中华文明的生态制度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也必将为建设一个生态化、全人类

共享的新文明做出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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