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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专题研讨会上———

中外嘉宾共商气候治理

昨日，“气候治理与低碳发

展” 专题研讨会在贵阳国际生态

会议中心举行， 来自美国、 加拿

大、巴基斯坦，以及国内生态文明

专业方面的数十位专家齐聚一

堂，围绕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巴

黎协定》，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

现低碳绿色发展以及相关领域国

际合作等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 当今世

界，气候变化对于地球生态安全、

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带来的威胁

日益显现，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

挑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

和强烈的政治意愿， 能源变革和

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巴黎

协定》 签署正是上述共识和意愿

的体现。

■核心提示

“想要应对气候变化，各个国

家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

变化的关系， 最主要就是要走上

气候适宜性低碳经济发展路

径。 ”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何建坤认为， 要应对气候变化就

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体系革命

性变革，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向绿

色和低碳转型， 并制定出一个公

平正义的国际制度作为保障，以

实现全球范围的绿色发展和合作

共赢。 2015年，在巴黎气候大会上

就通过了《巴黎协定》，就体现了

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广泛

的共识和强烈的政治意愿。

贵州省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中国低碳怎么走，贵州已经有

了一些经验， 但是试验区的紧迫

性就在于 2018 年要汇报生态文

明试验的成果，任务十分艰巨。所

以希望通过交流和分享， 共同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低碳绿色

发展。

目前， 中国已经制定了生态

文明战略，提出要绿色发展、低碳

发展、共享发展，进一步加大节能

降碳政策和措施。 而且，现在中国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节能降

碳成效显著。 “来到贵阳，就不得

不提知行合一， 在全球气候治理

和绿色发展上， 希望更多的国家

能够遵循知行合一的准则， 共同

应对气候的变化。 ”

当前全球已有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的机制，需要的是采取切实行

动，给予资金支持，达成全民自发

采取行动的共识。 而中国在多个

五年计划当中已经提出低碳绿色

发展的经济目标，应在全球气候变

化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

应对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需保

持乐观的态度。 以美国为例，多个

企业开始接受低碳和绿色发展路

径，相比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带

来的争议，人们意识到生态文明的

重要性更为重要。

按照当前能源消耗的速度，需

要 1.7 个地球才能够满足人们的

欲望，马西斯认为资源安全性应该

成为国家级的认识问题。 马西斯

提出通过生态文明的概念与中国

贵州共同合作的想法，希望创建一

个中国贵州的网站，与贵州牵手，

建设更绿色的未来。

以贵州和浙江丽水两个城市

近年来的发展举例分析，绿色低碳

的确能带来经济红利，带来生态发

展红利。 合作共赢是《巴黎协定》

带来的启示，从政府、学界、企业界

包括民间，通过各方面的合作，能

推动一系列绿色低碳的发展，而国

际的合作，包括生态文明贵阳论坛

的国际合作，通过信息交流沟通，

建立深入的合作，可以会更好地带

动发展。 谢孟航 陈玲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生

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教育

部原副部长章新胜：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何建坤：

国务院参事、 国务院参事室

原副主任方宁：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主席、巴

基斯坦环保部原部长马利克·阿

明·阿斯兰·汗：

美国环保协会高级副总裁大

卫·菲斯特：

全球足迹网络主席马西斯·

瓦克纳格尔：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

本报讯 近日，贵州首部生态文

明建设报告绿皮书 《贵州生态文明

建设报告绿皮书》（2016）在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研讨会上发布。

据悉，《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报告

绿皮书》（2016）由贵州省委改革办

会同贵州省发展改革委、 省环境保

护厅等有关单位编写，由序言、领导

关注、情况报告、论坛成果、政策法

规、理论研究和大事记等部分构成，

共 50余万字。不仅收录了贵州 2016

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四梁八柱”

制度性成果， 还全面系统地记录了

贵州 2016 年生态文明建设系列成

果， 展现了贵州一步步将生态文明

贵阳国际论坛理论成果变成美好现

实的历程。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报告绿皮

书》（2016）显示，2016 年贵州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52% ，中心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

均比例达到 96.6% ，集中式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保持在 100% ，山青、天蓝、

水清、 地净四条生态底线守得越来

越好。 此外，贵州经济发展势头持续

向好，2016 年全省经济增速继续保

持快速增长态势， 增速连续六年位

居全国前列， 经济增长质量效益显

著提升， 牢牢守住了生态和发展两

条底线。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报告绿皮书》发布

本报讯 6 月 18 日是首个贵州

生态日， 贵阳市 200 个家庭集体到

贵安 8 号山体公园内进行认养树木

的活动。

据悉，2016年，贵州被列为首批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同年，经省人

大表决通过， 从 2017 年起将每年 6

月 18日设立为“贵州生态日” 。“贵

州生态日” 的设立，是落实绿色发展

理念的具体措施，是利用生态优势、

挖掘生态潜力、激发生态活力、建设

生态文明的有效载体， 是推动生态

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的重要形式。 我

们深信，这对于弘扬“天人合一、知

行合一” 的贵州人文精神，对于强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

理念，对于培育绿色文化、生态道德

以及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转变，无

疑将起着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作为“贵州生态日” 一系列重要

的活动之一，贵阳市、贵安新区发起

主办了本次认养树木的活动，面向社

会征集了 100 个家庭和 100 对新婚

夫妇，齐聚贵安 8 号山体公园，通过

认养绿化树木、用大手牵小手、家庭

协力推动家园绿化美化的行动，携手

共建生态文明试验区， 促进生态美、

百姓富，开创多彩贵州新未来。

记者看到， 在公园里，200 个家

庭认养的树木包括红枫、 桂花和冷

杉等， 现场他们为每一棵被认养的

树木悬挂认养牌， 并注明认养家庭

成员姓名、种植时间等信息。

贵阳市生态委常务副主任吴

德刚表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

生态文明的基点，每一个参与的家

庭，都是生态文明的参与者、践行

者和获得者。 全家共同认养一棵

树，若干年后，这片生态文明之林，

必将更加丰茂葱绿。

（本报记者 杨林国）

贵州生态日 200 家庭认养树木

贵安 8 号山体公园内

■相关新闻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深一层推进大生态战略

■图说新闻

“贵州生态日” 来临之际，南明

区在甲秀广场开展以 “走向生态文

明新时代·共享绿色红利” 为主题的

“6·18贵州生态日”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展板， 向过往群众解

读旅游、 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法律

法规，发放宣传资料。 在生态旅游建

设上，南明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通

过出台奖励扶持办法、 设立专项资

金建设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及积极开

展避暑度假精品酒店申报等举措，

不断促进该区生态文明旅游建设。

夏延芳 本报记者 胡颖

●

会场点击

在 2017 生态文明试验区贵阳

国际研讨会现场，以往厚重的会议

纸质材料换成了电子资料，与会嘉

宾出行也大都使用新能源汽车和

供代步用的自行车。

据研讨会会务组介绍，本次研

讨会摒弃会议手册、 服务指南、演

讲嘉宾名册、工作手册等传统的纸

质参会信息发布手段，最大程度地

使用电子版材料。 整个会议期间，

所有参会信息都可以在 APP 上提

前发布。

为了提升会议的互联网化和信

息畅通化， 主办方还优化提升了生

态文明试验区贵阳国际研讨会

APP， 以大数据的方式通过移动

APP平台实时为与会嘉宾发布会议

信息、提供会议服务，为服务人员发

出工作提示、指导工作的开展。

此外， 今年的会议证件上，采

用的新型、可降解、内含 RFID 芯

片的纸质证件， 摒弃了价格高、难

降解、回收难的 PVC 材质。 而且，

会议现场采用的都是新型纸质地

标导视系统，可重复使用。

“环保用车是今年会务保障

的方向，会议嘉宾及工作人员用车

将尽量采用新能源汽车，并在会场

周边区域配备专用自行车。 ”同时

开通穿梭巴士、专线巴士，要求嘉

宾在参加开幕式或示范点参观推

介等大型活动时采取集体出行方

式，低碳环保。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开会材料 都是“环保型”

认领人在树上填上家庭信息

南明区：

晒生态文明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