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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十年
牛文元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６４）

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行动

言》上签字；

２００２年是《里约宣言》签署十周年，联合国在南

２．１９９２年８月，国务院批准发布“中国环境与

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大规模的“Ｒｉｏ＋１０”世界首脑

发展的十大对策”；

会议。１０年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仅被公

３．１９９４年３月国务院第１６次常务会议通过

认领先世界一步，而且为世界各国实施可持续发展

《中国２１世纪议程》；

提供了珍贵的经验。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能力建

４．１９９４年，中央政府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方面，中国取

计划》，要求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８０００

设”（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完整地体现了“～个民族对于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自身发展的审慎选择；一个时代对于自然环境的整

５．１９９５年９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

体关怀；一个国家对于全球思考的伟大贡献”。

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必

十年来，中国以宏伟的气魄在世界各国率先将

须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

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并全面贯穿到从

６．１９９６年３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

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文明进步到生态建设、环境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

护的各个领域，“以人１：３、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

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一次以最高法律形式

的总协调，落实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计划

把可持续发展列为国家战略；
７．１９９７年３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中央计

当中。

从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２年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十

划生育与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以后每年举行一次，

年当中，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全面推行体现在

并于１９９９年进一步扩大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

以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之中：

谈会；

１．１９９２年６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

８．１９９８年，江泽民主席发出“再造一个山川Ｉ秀

里约热内卢开幕，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里约宣

美的西北地区”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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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９９８年，全国抗洪斗争取得胜利，全国人大

配合上述的战略决策和国家行动，地方各级政

常委会修订《森林法》、《土地管理法》。在长江中上

府和社会民众开展了从宣传教育到实际执行的丰富

游全面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

多彩的活动，真正形成了“政府推动、立法规范、社会

１０．１９９８年中央政府批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

参与、公众理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全民总动员，这

规划》。接着又在２００１年批准实施《全国生态环境保

是中国取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１０年成就的根本

护纲要》；

保证，也为世界各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行动

１１．１９９９年８月，朱镕基总理在陕西考察治理

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和黄河防汛工作，提出退耕

二、中国十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还草、还林的具体措施，落实“再造秀美山川”的号

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是联合国《２１世纪议程》

召；

的中心内容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１２．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实施西部

略着力培育的基础动力。在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报告

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在优先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

中，可持续发展能力被表述为：“一个特定空间的可

下，开工建设十大项目；

持续发展系统在规定目标和预设阶段内，可以成功

１３．２００１年３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地将其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稳定地约束在可持续

“十五”计划纲要，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置于重要

发展目标阈值内的概率”，亦即“一个特定的系统成

地位，完成了从确立到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功地延伸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历史性进程；

１４．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八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全面阐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

认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一个系统在特定时刻的数

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

量表征与质量表征的总和水平时，那么可持续发展

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

的“能力建设”则是获得此种总和表征的“动因来源”

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和促进未来继续增长的“潜在准备”。没有可持续发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果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制定了有关法

展的能力建设，就不可能产生并维系可持续发展能

律法规和各重点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行动纲

力，而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就不可能对可持续发

领，如《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国

展的能力建设进行动态比较和有效度量。

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

在１９９２年里约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２１世纪

《“九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议程》中，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明确地阐述

《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清洁生产法》和《“十

为：“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

五”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重点专项规划》等，以及包

决于在其生态和地理条件下人民和体制的能力。具

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法》、《环境噪声法》、

体地说，能力建设包括一个国家在人力、科学、技术、

《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沙治沙法》、《矿产资源法》、

组织、机构和资源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能力建

《森林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应的法律近２０部。

设的基本目标就是提高对政策的发展模式评价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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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能力，这个能力提高的过程是建立在其国家的

服传统生产力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有效

人民对环境限制与发展需求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的

地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有效地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是

基础上的。所有国家都有必要增强这个意义上的国

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

家能力”（见联合１５１（（２１世纪议程》，１９９３，３０５页）。

４、中国的生态环境能力建设：生态环境的能力

十年来，中国在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中，在以下

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ｖａｌｕｅ

七个方面为本国也为世界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国

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际大家庭中创造了在经济高速发展条件下全面协调

ｃａｒｒｉｎｇ

“自然一社会一经济”复杂系统和全面推进“人Ｅｌ一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资源一环境”支撑能力整体提高的典范。这七个方

ｏｆ

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增强生态环境的总质量（ｋｅｅｐｉｎｇ

５、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中最活跃、最革命、最主要的因素，是“第一生产

面是：

坚定选择资源节约型的经济体系；

力”；科技进步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

努力推进社会公平化的社会体系；

量；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大发展的重要标

充分重视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科技体系；

志；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能

始终保持自然支持能力的生态体系；

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与建设是解除

大力促进环境质量提高的环境体系；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约束“瓶颈”、推进国家经济与社

全面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人口体系；

会可持续发展、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关键之

持续规范合理行为的政策法规体系。

举。

其中具体体现在：

６、中国的社会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包

１、中国的政府调控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中的

括五个基本方面——整个社会系统健康、有序、稳定

政府调控能力建设主要表现在

的运行能力；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公共财富的公平能

对于制度选择和政策评价的“决断能力”；

力；社会系统抵抗和缓解外部（如自然灾害等）和内

对于整体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组织能力”；

部（如重大决策失误、社会动乱等）的干扰和冲击的

对于社会行为和公众意识的“引导能力”；

能力；社会认识、尊重、保护、发扬人类文明传承的能

对于不同社会诉求和利益集团的“整合能

力；社会对于理性的和自觉的人文关怀精神的培育

力”；

能力。

对于全体公民和企业发展的“服务能力”。

三、努力推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生产

２、中国的生存安全能力建设：生存安全能力是

亚洲开发银行曾经指出，如果中国利用能源的

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的生存资源

效率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不增加能量投入

对该地区人口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程度、保证程度

的情况下，可以满足１９９２年ＧＮＰ再增加１倍的要

和承载能力的总和。

求，由此可大大减缓中国生态环境的压力。国际《１０

３、中国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人力资源能力建

名人俱乐部》提出通过社会的有效组织和变革以及

设的本质功能是通过对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结构

技术上的整体突破，争取在一代人之内实现能源和

增效、替代增效、转化增效和产出增效，去“有效地克

资源效率的１０倍跃进，可见，实现能源、资源低消耗
一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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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能的，同时发达国家诸如荷兰、瑞典、日本、美国

化成长程度的变化幅度更加显著（如图１所示）。

等国工业用水实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事实，也为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发展的

此提供了鲜明的论据。

轨道中，经济增长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有了明显

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由

的转变，结构调整优化取得显著的成效。

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舳
∞

操作手柄。从１９９７年起，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开始发

∞

布《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在

∞

孙凸∞雏ｖ扎驴荜乱鼍￡ 轴

１９９９年发布的目录中，涉及煤炭、冶金、建材等１０

个行业的生产总量控制限值，并限期淘汰１ １４项落

ｚ

∞

Ｌ

∞

ｉ

∞

ｍ

∞

ｎ

∞

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这标志着发展速度已经不
１９帅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

１９９４

１９牾

１９９６

１９９＇ｒ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９

再是中国经济能力的唯一确保指标。
图１

为了对中国９０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

¨

中国９０年代以来集约化程度变化趋势

度进行测度，我们选取了单位ＧＤＰ的能源消耗、单

四、整体提高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水平

位ＧＤＰ的废水排放量、单位ＧＤＰ的废气排放量、单

人力资源已经上升为“第一资源”。研究认为，一

位ＧＤＰ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等

个人的能力是体能、技能与智能三者的高度统一。所

五项指标进行综合，得到各年的集约化指数（如表１

谓人的“体能”是指人的生理上与心理上的健全程

所示）。

度；人的“技能”是指人的基本技术与掌握生产流程

如果以１９９０年的集约化程度为１．０，１９９５年为

合理规则的熟练程度；人的“智能”是指人在各种领
域中创造性开发及其创新性含量的程度。

２．４９，１９９９年达到３．８８。而且从１９９４年以后，集约

人的体能：自然能力、生理能力、简单能力、初级
表１
万

１９９０年以来中国的集约化程度

元 万

元 万

元 万

元

ＧＤＰ能 ＧＤＰ废 ＧＤＰ废 ＧＤＰ固

能力
全社会

人的技能：训练能力、技巧能力、重复能力、中级

劳动生 集约化
产率成 指数
成长指 成长指 成长指 排放成
长指数
数
数
数
长指数

年份 源消耗 水排放 气排放 体废物

能力

人的智能：学习能力、联想能力、创新能力、高级

１９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ｏｏ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１

１．０４

１．１５

１．１０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０９

１９９２

１．２０

１．４２

１．２７

１．２４

１．２７

１．２８

认知科学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体能、技能、智能

１９９３

１．３９

１．８５

１．４９

１．５３

１．５４

１．５６

三者存在一个简化的定量规则：对于体能、技能与智

１９９４

１．６９

２．４３

１．８４

１．９７

１．９４

１．９７

１９９５

２．１０

３．１２

２．２１

２．５０

２．５３

２．４９

１９９６

２．４５

４．１７

２．６５

３．０３

２．８５

３．０３

１９９ｒ７

２．８４

５．２６

３．００

３．５０

３．２５

３．５７

１９９８

３．２３

５．３７

３．０５

３．１３

３．５１

３．６６

智能的费用为９，即社会支付成本（相对于体能、技

１９９９

３．６６

５．７０

３．０５

３．３４

３．６４

３．８８

能、职能）为一列等比级数：１：３：９。

能力

能的获得，需要社会支付之比分别为１：３：９。这表示
当保持一个人健全体魄所支付的社会费用为１时，
支付其同时获得技能的费用为３，支付其同时获得

注：ＧＤＰ以１９９０年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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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的体能、技能和智能为社
表３

会所创造的财富与价值则为１：１０：１００。它说明一个

１０年来中国人力资源能力的变化

年份

人力资源能力系数

仅具有体能的人，他能创造的财富大约仅能维持他

１９９０

６．１１

本人的生存，而同时具有技能的人可创造出的财富

１９９４

６．３０

１０倍于仅具有体能的人；具有智能的人可创造出的

１９９５

６．３７

１９９１６

６．６７

１９９７

６．８８

１９９８

６．８９

１９９９

６．９８

财富１０倍于具有技能的人（即１００倍于只具有体能
的人所创造的财富），三种能力对社会的贡献即社会
获得收益（相对于体能、技能、职能）为另一列等比级
数：１：１０：１００。

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就是通过塑造、改善、

础上增长了１４．２％，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人才教

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

育和培训取得的成就。从１９９０年的６．１１，提高到

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如果我们以文盲作为仅具

１９９９年的６．９８，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平均每年提高

有“体能”的人，以第二产业从业的人Ｅｌ作为具有一

１．４个百分点。相对世界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人力

定“技能”的人，而以科学家、工程师人数作为具有

资源仍然比较低下，依据２００１年的计算结果，世界

“智能”的人，那么按照上述简单的规则，中国科学院

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系数达到２５—４０，中国只有

可持续发展战略组提出了“人力资源能力方程”：

６．９８，平均只是他们的２０％左右。因此，我国的人力
资源能力建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人力资源能力＝（文盲人数×１＋第二产业人数

五、中国的生态环境能力建设

×１０＋科学家工程师×１００）／全社会总人口。

１９９８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大洪水后，

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取值范围在１—５０之间，并

国家加大了天然防护林保护工程的实施范围和力

且有如下的基本分类（表２）：

度，四川、云南等７个省区先后宣布立即停止采伐天

依据上述公式，我们对１９９０年以来中国的人力

然林、水源林和防护林。同年，国家还启动了长江、黄

资源能力概况进行了计算（表３）：
由此可知，中国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人力

河和严重荒漠化地区重点生态环境建设项目。东北、

资源能力建设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在１９９０年的基

内蒙古、新疆、海南等地区的重点国有林区实施的天
然林保护工程取得成效：大幅度调减木材产量；加快

表２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

了森林植被恢复；强化了森林资源管理，基本控制了

人力资源能力系数

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能力水平

小于５

很弱

５—１０

较弱

目前全国已建立了３３片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

１０＿一１５

中等

治理区。实施七大流域水土保持工程，在１万多条水

１５—２０

较强

土流失严重的小流域开展了“山、水、田、林、路”综合

２驴—３０

很强

大于３０

极强

森林的超限额采伐和乱砍滥伐。

治理。截止１９９６年，全国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７０００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土壤流失量１１亿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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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防治了水土流失；截止到１９９９年底，累计完成

治理资金投入人手，而且从培育技术支撑体系人手；

治沙面积１．２亿亩，增加林、草植被１亿多亩；全国

不仅从法律、政策等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健全人手，更

已有１０％的荒漠和荒漠化土地得到治理。

重要的是从加大法律政策制度的执行力度着手；不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步伐不断加大。截止１９９９

仅从产业结构的调整人手减轻环境污染，而且从公

年底，全国已经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１１４６

民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人手，共同实现环境与发展

个，总面积８８１５．２万公顷（其中陆地面积８４５０．９万

的双赢目标。

公顷，海域面积３６４．３万公顷），约占陆地国土面积

六、科技进步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支撑

的８．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５５个，面积５７５１．５

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与建设是解除经济与社会

万公顷。

发展的约束“瓶颈”、推进国家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

随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积

展、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关键之举。近十年

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投入不断加

来，在“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科技创

大，环境综合整治的力度不断得到强化。“七五”期

新能力的建设与培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效地缓

间，中国的污染治理投资占ＧＮＰ的比例为０．６９％；

解着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

“八五”期间，中国的污染治理投资占ＧＮＰ的比例达

尖锐矛盾，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稳步提高做出

到０．７３％；随着对环保投入的加大，污染治理投资

了决定性的贡献。

占ＧＤＰ的比例不断增加，其中：１９９８年全国污染防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科技成果的转化水平有

治投资占ＧＤＰ的比例达到０．９％；１９９９年这一比例

了显著提高，特别是高技术产业一直保持着强劲的

上升到１．０％。

增长势头，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年

环境污染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国家确定的“三

均增长速度依次为９．４％、２２．７％、１７．６％、２１．７％、

河”（淮河、辽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

１７．１％，远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技术市场成

“两区”（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控制区）、“一市（北京

交额由１９９２年的１４１．６３亿元，增长到１９９９年的

市）一海（渤海）”污染防治工作全面展开。

５２３．４５亿元，年均增长率为３８．５％；技术出Ｅｌ合同

工业污染防治开始实行污染物全过程控制、浓

金额由１９９２年的１５．０９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９９年的

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集中控制与分散治理相结合

７５．４６亿美元，增长了４倍，年均增长率为５７．２％；

的三个战略性转变，减缓了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压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由１９９２年的３９．９６亿美元增长

力。

到１９９９年的２４７．０４亿美元，增长了５倍，年均增长
三废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废水排放达标率由

率为７４％；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比例

１９９０年的５０．１％上升到１９９９年的７２．１％，提高了

也由１９９２年的４．７％上升到１９９９年的１２．７％；高

２２个百分点；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由１９９０年的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由１９９６年的９４４．７０亿元增加到

２９．３％提高到１９９９年的５１．７％，提高了近一倍，效

２０００年的１７２６．５０亿元，年增长率为２０．６９％；高新

果相当显著。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也由１９９６年

目前，中国进行生态环境能力建设，不仅从加大

的６．５０％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１０％（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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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反映我国技术创新对经济贡献能力的若干指标变动情况（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１９９１２

１钙Ｂ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５

重大科技成果（项）

１９９ｒ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３１０００

３０５６６

２８５８４

３１０６０

２０００
３１０８０

１４１．６２

２０７．５５

２２８．８７

２６８．３４

３００．２０

３５１．３７

４３５．８２

５２３．４５

技术引进合同成交金额（亿美元）

６５．９０

６１．０９

４１．０６

１３０．３３

１５２．５７

１５９．２３

１６３．７５

１７１．６２

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金额（亿美元）

１５．０９

２１．７４

１５．９９

２５．３０

４６．９４

５５．２１

６６．８７

７５．４６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亿美元）

３９．９６

４６．７６

６３．４２

１００．９１

１２６．６３

１６３．１０

２０２．５１

２４７．０４

４．７

５．１

５．２

６．８

８．４

８．９

１１．０

９４４．７０

１１５８．９０

１３３５．６０

１５３１．０５

１７２６．５０

６．５０

７．４０

８．８０

９．９５

１１．１０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
比例（％）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
值的比例（％）

１２．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技部，２００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０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中国环境年鉴编委会．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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