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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起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青春力量

———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青年·生态·扶贫——— ‘三变爷

改革中的青春力量冶 主题论坛上的讲话

(2016 年 7 月 7 日下午)

秦 宜 智

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多彩贵州, 相约 “凉都冶 六盘水, 共同

出席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青年·生态·扶贫冶 主题论坛。

首先, 我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华全国青年联

合会, 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联合主办本次论坛的国

家质检总局、 国家林业局, 和为论坛做了精心筹备工作的贵州省

特别是六盘水市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来自中外各国的嘉宾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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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表示诚挚的欢迎!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是经党中央批准, 中国唯一以生态文

明为主题的国家级、 国际性高端峰会, 为各国交流分享生态文明

建设经验、 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搭建了桥梁和平台。 六盘水

市以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引, 在脱贫攻坚中, 推进

“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冶 的 “三变冶 改革, 探

索 “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冶 发展道路, 努力寻找生态文明

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步实施的结合点, 为破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

矛盾这一世界性难题做出了积极努力, 也使今天的主题论坛具有

很强的实践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近

代以来, 随着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推进, 自然生态和资源环

境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触发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 对人类生

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取

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与此同时环境问题逐渐成为 “短板冶,

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 “阿喀琉斯之踵冶。 历史和现实的经

验教训、 国际和国内的实践探索, 启示我们, 人类发展活动必须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这是不可违背的规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把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冶 总体布局,

把绿色发展作为引领国家发展全局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党的十

八大以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和亲切关心生态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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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一直强调, 环境就是民生, 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要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

的发展模式和做法, 把握绿色、 循环、 低碳发展这一当今时代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 坚定推进绿色发展, 推动自然资本大

量增值,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 在习近平主席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指引下, 中国各地正致力于

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生动实践, 努力为人类社会

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探索着 “中国经验冶 和 “中国方案冶。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

大钊曾热情讴歌青春, 呼吁 “以青春之我, 创造青春之家庭, 青

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 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球, 青春之宇

宙, 资以乐其无涯之生冶。 重视青年、 引领青年、 依靠青年, 是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和方针。 长期以来, 中国共青团积

极响应党的号召, 高度重视发挥青少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力

军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 共青团就组织中国广大青少年开展大

规模的植树造林和绿化祖国活动。 九十年代末, 针对大江大河流

域和生态环境重点治理地区的保护, 共青团又发起实施了大型群

众性生态环保活动———保护母亲河行动, 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宣传

实践。 目前, 保护母亲河行动共筹资近 6 亿元人民币, 建设了

5700 多个、 总面积 520 多万亩绿化工程, 吸引了 6 亿多人次青少

年参与, 成为了动员青少年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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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获得了联合国首届 “地球卫士奖冶。

近年来, 适应时代发展新变化, 中国共青团持续强化生态育

人理念, 更加突出社会化发展方向, 把青少年参与的覆盖面和青

少年在活动中真正受到教育启迪作为重要目标, 不断深化青少年

生态环保工作。 我们抓住植树节、 世界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等重

大环保时间节点, 动员基层团组织和青少年生态环保组织广泛开

展理念宣传、 身边增绿、 光盘行动、 绿色出行、 节约资源等活

动。 我们加强与国家林业局、 环境保护部等部委合作, 重点推进

“保护母亲河冶 “青少年植树行动冶 “青春建功美丽中国冶 等品牌

活动; 跨区域、 跨层级整合资源实施 “京津冀晋蒙青少年增绿减

霾共同行动冶 等专项行动。 我们注重社会化发动, 运用新媒体手

段, 推出中国银联 “Union-tree 微捐冶、 邮储银行 “绿动邮你冶、

东方航空 “积分换爱心冶、 红星美凯龙绿色生活、 悦动圈 “绿色

长征公益健走冶 等系列微公益项目, 通过刷 1 笔银行卡捐 1 毛到

2 块钱、 航程积分捐赠、 个人健走 40 公里爱心机构捐赠 1 棵树等

方式, 倡导人人、 时时、 事事参与的新理念新方式, 动员青少年

和社会公众共建美丽家园。

随着全社会环境共识的提升,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民间力

量蓬勃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登记注册的、 以生态环保为主

要工作领域的社会组织有 7000 多家, 是建设生态文明、 推动绿

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共青团把青年环保组织作为工作伙

伴, 积极建立联系, 搭建合作平台, 对接工作资源, 通过项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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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资源协助、 骨干培训、 建立联盟等措施, 培育壮大青少年绿

色队伍, 共谋事业, 共促发展。 这次 “青年·生态·扶贫冶 主

题论坛特意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近 40 家具有区域代表性和社会

影响力的青年环保组织, 召开圆桌会议, 就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体系构建和环保组织作用发挥冶 年度议题进行交流和研讨, 形成

了 “六盘水共识冶, 进一步探索了构建党委政府领导、 共青团主

导、 青年社会组织协同的青少年生态环保工作体系。

青年朋友们,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也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 离开生态谈发展是竭泽而渔, 离开发展

谈生态是缘木求鱼。 当前, 中国正进入脱贫攻坚啃硬骨头、 攻城

拔寨的冲刺阶段, 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 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打赢脱贫攻坚战中, 广大青少年是有生力量, 也应当成

为带动全社会的活跃因素。 建设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

的美丽中国, 需要青年人奋发有为, 锐意进取, 携手努力。 借此

机会, 我向广大青年朋友们提三点希望:

———希望青年朋友们争做引领绿色潮流的先行者。 生态文明

是绿色的事业, 绿色是青春的底色。 青年人朝气蓬勃, 历来开风

气之先。 在全球掀起绿色低碳时代浪潮的今天, 青年人要以勇立

潮头的勇气、 勇于担当的精神, 带头倡导生态文明价值观, 率先

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从自身做起, 从点滴做起, 时

时事事养成环保好习惯, 时时处处倡导低碳新风尚, 用实实在在

的环保行为, 影响带动更多社会公众传播绿色理念, 投身环保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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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希望青年朋友们争做推动绿色发展的实干家。 建设生态

文明, 推进绿色发展, 需要调整经济结构,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 在资源约束趋紧、 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

下, 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 解决环境破坏老难题, 需要大量的理

念创新、 科技创新、 模式创新。 这为青年一代实现个人发展、 参

与国家建设、 推动人类进步开辟了广阔天地, 也提出了全新挑

战。 青年人要以创新的智慧、 创业的热情、 创优的追求, 在同步

推进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矢志建

功绿色发展, 积极参与生态扶贫, 带头投身绿色产业, 带头发展

生态经济, 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希望青年朋友们争做传播绿色文化的排头兵。 我们生活

在同一个地球村, 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 世界各国已经成为你

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倡导绿色发展、 保护生态环

境, 越来越成为跨越国度、 超越民族的文化共识。 青年人要以同

舟共济的天下情怀,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树立全球视野, 充分运用

生态环保这一世界共同语言, 与各个国家和地区青年加强对话、

增进了解、 相互学习、 共同行动, 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 自觉把

绿色文化作为重要内容, 传递中国好声音, 传播青春正能量, 讲

好美丽中国的故事。

中国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 和青年走得越近、 越

亲, 共青团的根才能扎得越实、 越深。 我们将一如既往紧紧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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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绿色发展,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冶 的目标, 契合青少年绿

色、 低碳、 公益的时尚追求, 找准党政关注、 青少年关切、 共青

团能为的结合点, 回应青年生态环保组织助力生态文明的愿望呼

声, 着力传播绿色理念、 践行绿色生活、 倡导绿色生产、 培育绿

色队伍、 建设绿色工程这 “五绿冶, 创新活动载体, 扩大工作覆

盖, 强化资源支撑, 不断推动青少年生态环保工作社会化发展,

更广泛地组织动员青少年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凝聚起走向生态文

明新时代的青春力量!

青年朋友们,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 保护生态环境是全世

界青年人共同的责任。 让我们积极行动, 为建设天更蓝、 山更

绿、 水更清、 环境更优美的地球村共同奋斗, 让青春在走向生态

文明新时代的征途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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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各省级团委。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6 年 7 月 1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