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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把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有机地结合起来 ,真正实现经济、科技、社会与环境保护工作

的协调发展 ,本文对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从两者的共性与互补性作了较为深入的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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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1983 年 ,李鹏同志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

护工作会议上宣布 :“环境保护是我国现代化建

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 ,是一项重大决策。”此后 ,

我国政府又在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环境保护工

作会议上重申或强调这一政策 ,表明我国已将环

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1995 年 5 月 6 日发

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

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党的十五

大报告对科教兴国战略作了专门的阐述。

环境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科技与

教育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而持久的动

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把环境保

护的基本国策和科教兴国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施 ,实现经济、技术、社会与环保的协调发展并

最终达到兴国的目的 ,笔者就两者的共性和互补

性作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

1 　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共性

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

施主体都是国家 ,两者的实施均是国家的基本职

责 ,除了所处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相同之外 ,

两者具有共性。

111 两者实施的目的一致

国家要富强 ,民族要振兴 ,离开不了经济的

发展 ,生态环境和富饶的资源是一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保护环境的目

的就是为了保护当代人以及后代人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生态空间和物质基础 ,就是为了促进经

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由此可见 ,国家实施

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和科教兴国战略的目的是

一致的。

112 两者实施均具有公众性的特点

环境保护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还是公众

切身利益之所在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第六条规定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

境的义务 ,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

环境法律法规对公众的权利与义务也作了相应

的规定 ,透过这些法律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环境

保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众参与 ,目前公众参与

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保护事业发

达程度和环境管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施科教兴国 ,要全社会参与与支持 ,一方面要

求全社会用新的思维、新的管理、新的观念、新的

成果与新的教育模式去改造旧的科教体制、旧的

产业与经济增长模式 ,另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要

为科技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政策环境与金

融环境。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质是通过发展公众

性的科教事业来提高公众的科技素质 ,依靠公众

的科技力量来发展经济并最终达到兴国的目的。

2 　环境保护和科教兴国的互补性

211 环境保护是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前提和

基础。

21111 坚实的生态和物质基础

一个国家的资源保护工作做得好意味着这

个国家的可再生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能够得到维

持或改善 ,物种保存较为完整 ,意味着这个国家

33绿色视点 　　　　　　　　　　　　　　　生态经济



的不可再生资源得到了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一

个国家的生态保护工作做得好意味着该国的环

境抗破坏与污染的承载能力较强 ,意味着该国的

生态产业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一国的这种生

态与资源开发利用潜能也是该国经济能够持续

发展的潜力所在 ,而环境保护工作做得不好的国

家则欠缺这个有利条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需要物质与资金投入 ,而一国强大的生态与资源

财富一旦转化为现实的产品与货币财富 ,则可以

极大地加快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步伐。

21112 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恶化了的环境能为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

可使公众对企业产生怨恨的情绪 ,如果公众的要

求得不到妥善的解决 ,还会使他们对政府产生不

信任的心理 ,有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群众集体请

愿、抗议甚至砸毁工厂的现象。如果环境保护工

作做得好 ,这一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发展需

要稳定 ,科教兴国也是如此 ,因此实施环境保护

的基本国策可以为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落实创

造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21113 良好的法律实施环境

我国为了执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 ,已制定

了初具规模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

有不少环境法律法规为发展科技与教育提供了

法律上的支持 ,如 1992 年国家环保局颁布的《国

家环保局环境保护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第一

条规定 :“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 ,鼓励在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中做出重要贡

献的集体和个人 ,促进环境保护科学技术进步 ,

特制定本办法。”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

国 21 世纪议程》等法律法规或政策性文件中就有

大量关于鼓励采用科学技术保护环境的规定。

212 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是实施环境保护基本

国策的迫切需要

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包括生态恶化、环境污

染与资源破坏三个方面 ,之所产生这三个方面的

环境问题 ,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 ,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我们的国家以前对科技与教育重视不够、

投入不足 ,科技与教育在环保产业中所占的份额

较低。离开了科技与教育的支持 ,要想在工业经

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搞好中国的环保事业是不可

能的。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对我国环境保护事

业的支持主要表现为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两个

方面。

21211 直接支持

(1)科学技术支持

科学的进步不仅形成经济效益 ,还可以形成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一是缓解资源短缺的局

面。通过发展资源开发新技术 ,我们不仅可以寻

找新能源与新材料 ,提高对现有资源的综合开发

能力 ,还可以对地球和外空资源进行纵深方向的

开发 ;通过改进生产工艺 ,我们可以替换那些“电

老虎”、“油老虎”、“煤老虎”,实行节能、降耗、节

水 ,提高设备利用率和现有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

通过科技的开发与创新 ,我们可以实行资源替代

与产品替代的战略 ,用蕴藏较为丰富的资源来替

代稀缺资源 ,用资源消耗少的产品来替代资源耗

费多的产品 ,用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来替代技术含

量低的产品。总之 ,通过发展科技 ,不仅可以缓

解资源的自然稀缺性问题 ,还可以缓解资源的发

展稀缺性问题。二是控制我国目前日益恶化的

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局面。对于工业企业 ,通过

工艺改革、新工艺引进与生产环节优化 ,我们可

以加强污染的末端治理 ,可以把废物消除在生产

过程中 ,减少废品率和“跑、冒、滴、漏”的现象 ,可

以改革不合理的产品与原料结构 ,用无毒无害或

少毒少害的原料来替代有毒有害的原料 ,用对环

境影响或损害、危害最小的产品来替代那些对环

境影响或损害、危害较大的产品 ,大力发展环境

友好型产品 ;国家与地方通过参考的科学技术发

展的实际适时修订环境标准与技术性规范 ,则可

以促使企业结合技术与工艺改造来防治环境污

染并采用标准化的企业环境管理模式。对于农

业生产可通过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生物或

化学农药、生物肥料以及生物固氮等技术可以减

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控制广大农村的水、大气

与土壤面污染 ;通过优化种植结构、采用防治水

土流失和荒漠化的新技术成果 ,则可以有效地防

止因人口激增、植被破坏、广种薄收所带来的生

态危机。

(2)产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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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是科教

兴国战略的根本所在 ,而科技兴国则是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的物化过程 ,技术提供物化的表现

形式 ,产品与劳务是物化的成果 ,产业才是新生

产力的形成。环保产业不仅包含了属于第一产

业的生态工程 (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 ,第二产

业的技术装备 (如污染物监测仪器和污染防治、

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所需的设备与装置) ,还包括

第三产业的各类服务 (如旅游业和环境保护技术

服务业) ,是横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一种产业 ,它

是环境科学技术在环境保护领域物化的结果。

(3)教育支持

通过环境生态学、环境工程学、环境医学等

环境科学技术教育能够使人们对环境和环境问

题的整体性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 ,能够让社会理

解为什么要保护和改善环境 ? 为什么要提高全

民的环保意识 ? 为什么要推行清洁生产及相关

的问题 ? 从而使环境保护工作赢得社会的广泛

支持 ,使环境保护从消极被动的污染治理发展到

积极主动的环境整治 ,直至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

高度。

(4)增强立法与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科学方法、技术方法与技术规程已成为我国

一些环境监督管理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 ,作为生

产力要素的科学技术发展了 ,而作为上层建筑的

各种环境监督管理制度也应对自身所包含的一

些科学方法、技术方法与技术规程作相应的调

整 ,比如把电子化、信息化的全天候环境监测方

式制度化、法律化等 ,这些措施都可以不同程度

地起到健全环境监督管理制度的作用。对于决

策部门来说 ,通过采用先进的环境影响评价或论

证方法 ,提高评价与论证的准确性 ,使他们能够

对政策、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国家与地方重大事务

的实施对环境能造成什么影响、影响有多大等有

清楚和充分的认识 ,这样可以增强立法与行政决

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环保部门来说 ,通过加

强环保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与职业道德教育 ,改

进技术装备 ,提高信息化管理程度 ,可以提高他

们的环境监督管理效率与水平。

21212 间接支持

(1)经济支持

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可以加快我国的经济

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向技术与

资金密集性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提高产

品和劳务的科技含量与科技附加值 ,把资源、市

场、资金、技术与管理五个因素整合在一起 ,使产

品能够打开国内外市场 ,增强企业的经济实力与

市场竞争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的关系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发展

科技与教育提高后 ,筹集环境保护所需的物力与

财力也才不再是一个大难题。

(2)科技立法支持

为了在全国广泛开展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保

护环境的活动 ,有必要把它上升到法的高度 ,为

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 (修正)》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均对此作了

规定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

十三条规定 :“国家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推动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 ,控制人口增长 ,提高人口素质 ,

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 ,防御自然灾害 ,保护生活

环境和生态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科技成果转化活

动应当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保护环

境与资源 , ⋯”,第六条第三项规定 :“⋯优先安排

和支持下列项目的实施 : (三) 合理开发和利用资

源、节约能源、降低消耗以及防治环境污染的 ;”

这些法律规定有助于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

生产力。

综上所述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促进环保事

业的发展 ,环保事业的兴旺发达也会为科教兴国

战略的实施提供经济支持和广阔的用武之地。

笔者相信 ,正确地理解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科教

兴国战略的上述关系无疑会有助于科教、环保与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会有助于环境保护基本

国策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可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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