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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 

        ——以 2019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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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

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

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4 

 

 

摘  要 

 

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问题，中国展现出勇于承担

国际生态责任的大国担当。经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批准、国

际展览局认可，2019 年中国政府主办、北京市承办了最高级

别的世界园艺博览会——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简称“北京世园会”）。北京世园会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生动实践，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优秀传统理念，

彰显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全球生态家园的美好愿景。

北京世园会向世界各国打开了了解美丽中国建设的崭新窗

口，也为世界搭建了共享生态文明理念、共鉴生态文明成果、

促进世界文明大规模交流的绿色平台。北京世园会充分展现

了中国生态之美，推动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在世界范围

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为推进全球生态治理、促进美丽

世界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北京世园会；生态文明；全球治理；中国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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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北京世园会基本情况简介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环境保护是人类的共同责任，

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生态文明建设已

经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

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打造绿色家园，建设美丽新世界，

共创人类充满希望的未来，中国向世界发出了真诚的邀约。 

 世界园艺博览会（简称为“世园会”）是由国际园艺生

产者协会（AIPH）批准举办的、由主办国组织承办的国际性

园艺展会。截至 2019 年全球共计举办世园会近 40 次，其中

包括 21 场 A1 级别的世园会。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以下简称为北京世园会）于 4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在北

京延庆举办，主题是“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理念是“让园

艺融入自然 让自然感动心灵”。1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

展示，来自中国 31 个省区市（含港澳台）的 120 余个非官方

参展者参展。北京世园会是我国主场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行动，也是推进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促进世界各国开放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务实举措。 

天人合一，彰显中国特色。北京世园会继承传统优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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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弘扬时代精神，创新性地向世界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北京世园会从千年智慧中汲取前进的动力，

体现了东方哲学“天人合一”的理念。设计者结合山形水系

和自然地形特点，使得北京世园会园区整体呈现“一心、两

轴、三带、多片区”的结构布局，其中最能展现中国特色的

就是中国馆和中华园艺展示区。以“生生不息，锦绣中华”

为展陈理念，中国馆将实物花艺与虚拟意境相呼应，追华夏

园艺历史长河，观九州园艺辉煌杰作，赏山水林田湖草律动

生机。以园艺为载体聚焦中国生态文化，中国馆汇聚了中国

31 个省区市园艺产业、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以及科研院校探索

的前沿成果，展示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插花艺术，创建了

中国园艺产业的发展成就和高新科技成果的展示平台，打造

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搭建了中国园艺生

态文化传承创新的交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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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世园会园区鸟瞰图 

美丽家园，凝聚全球力量。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

梦想，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生态文明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生

态文明。北京世园会为世界各国文明尤其是生态文明提供了

一个交流、了解、合作的平台。国际馆以“融和绽放”为展

陈理念，采用“实物+多媒体+互动+氛围”多维方式，荟萃世

界各地独特的园艺成果与贡献。官方参展者展示各自独特的

园艺特色与地域文化，举办 2019 世界花艺大赛、市花月季、

菊花等七类花卉专项国际竞赛展示，展现园艺产业发展水

平，通过园艺架起世界“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传承创新”

的桥梁。北京世园会的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会期内既有

开幕式、开园活动、中国馆日、闭幕式等规模较大的活动，

也有国家日、荣誉日、省区市日、花车巡游等世界民族民间

文化荟萃的特色活动，还有专业论坛、国际竞赛等园艺专业

活动。北京世园会以花为媒，精彩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园艺故事。 

表 1  北京世园会基本情况 

官方参展国 非官方参展国 举办文化活动 会期 展园 

数量 

规划面积 预计游客数量 

110 个 124 个 2500余场 162 天 41个 960公顷 1600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世

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赋予了我们承办世界级园艺博览会的

底气。本次世园会的官方参展国与非官方参展组织总数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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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世园会之最，在世园会历史上是少有的盛会。这是我国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体现，这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伟

大实践。 

对于中国来说，承办世园会有助于提高承办城市的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推动承办城市生态环境改善，提高人民对于

本地区发展成就的认可度，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

级，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北京世园会的举办是中国城市

发展新时代、新理念、新路径的集中体现，是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深刻体现，是对历次世园会核心理念的一脉相

承和新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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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北京世园会展览内容与特色 

 

2019 北京世园会整体布局为“一心、两轴、三带、多片

区”。“一心”即核心景观区，“两轴”是山水园艺轴和世

界园艺轴，“三带”包括妫河生态休闲带、园艺生活体验带

和园艺科技发展带，“多片区”包括世界园艺展示区、中国

园艺展示区、自然生态展示区、生活园艺展示区、教育与未

来展示区。北京世园会树立起了世界园艺生态文明的新典

范。本部分以中国馆、国际馆、中华园艺展示区和世界园艺

展示区为例来阐述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所做的

探索和贡献。 

一、中国馆以及中华园艺展示区：世界认识绿色中国的窗口 

北京世园会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也

展现了中国现代技术与生态元素的完美结合。在世园会，东

西方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交相辉映，而中国作为东道主，则

用中国馆和 34 个室外展园向世界赠送了一份绿色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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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馆：如鸟斯革，如翚斯飞 

 
图 2  北京世园会中国馆效果图 

中国馆的面积约为 15000 平方米，分为中国生态文化展

区、中国省区市园艺产业成就展区、中国园艺类高校及科研

单位科研成果展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插花艺术展区四个

展区。以园艺为载体聚焦中国生态文化，汇聚中国 31 个省区

市园艺产业、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以及科研院校探索的前沿成

果，展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插花艺术，创建中国园艺产业

的发展成就和高新科技成果的展示平台，打造新时代美丽中

国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搭建中国园艺生态文化传承创新的

交流空间，同时也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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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大展区谱写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 

 
图 3  北京世园会中国馆室内图 

中国馆的展示内容由四大部分组成，分别是生态文化展

区，中国省区市园艺产业成就展示区、中国园艺高新科技成

果展区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插花艺术展区。 

1.中国生态文化展区 

中国生态文化展区以“天地人和”、“四时景和”、“山

水和鸣”、“春江风和”、“祥和逸居”、“和而共生”、

之“六和”为题，表现和谐质朴的中国生态观、江山多娇的

绿色发展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整体观、成果共享的民生普

惠观、共谋全球生态体系建设的共赢全球观。 

2.中国省区市园艺产业成就展区 

31 个省区市展区结合当地特色，展示出了各地园艺历史

文化、园艺产业发展、园艺科技创新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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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等方面特色内容。 

3.中国园艺类高校及科研单位科研成果展区 

展区展示了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绿色发展技术成果，

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造机会与条件。展区将中国现代技术

与生态元素完美结合起来，以研发创新为动力，提升园艺产

业自主创新能力，倡导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绿色

科技发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插花艺术展区 

展区展示了中国传统插花经典作品，传承与创新了中国

传统文化，弘扬了中国插花花艺的博大精深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民族精神。在建设美丽中国这个目标上，非遗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具有高度的同一性，非遗保护为生态文明建设贡

献着独特价值。 

（三）各省共探生态文明建设的密码——以中华园艺展示

区为例 

十八大以来，中国各地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经

济上的金山银山，更要生态上的绿水青山。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34 个室外展园（包

括 31 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更加具体地向世人展现了中

国的生态文明与地域文化。 

表 2  中华园艺展示区部分展园与主题 

地区 展园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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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云南 

贵州 

“三坊七巷”最福州 

“十二景”绘出多彩云南 

山水田林洞展黔韵 

北京 四合院中领略北京之美 

香港 城景交融 多元香港 

澳门 莲花宝地 魅力澳门 

台湾 六大景观展现宝岛魅力 

1.“七彩云南”绽放北京世园会 

 
图 4  北京世园会云南园 

云南园共营造了 12 处景观，并采用一百多种植物，其中

包括 17 个云南特有品种，为人们展现了七彩云南丰富的植

物资源和独特的生态人文景观。在馆内，整面墙一共有 348

个盒子用来珍藏各种植物种子，呈现了“植物王国”的巨大植

物宝藏。这些种子充分展示了云南的植物资源，同时，也向

全世界传达出了保护环境的观念。云南园匠心独具，以山川

为基、河流为脉、古道串联、建筑点睛，为我们呈现出一个

原生态的植物王国。云南省动植物种类的多样性是云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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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云南走出了一条不必先污染后

治理的道路，这对于全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

的意义。保留住植物的多样性，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第一步，

这一步对于美丽世界的建设至关重要。 

2. 福建园：“三坊七巷”最福州 

 
图 5  北京世园会福建园 

福建展园的设计以三坊七巷为创作背景，共有艺苑花

语、祥鹏迎宾、闽都剪影、福源亭、碧潭映霞、水照花台、

鹤品流芳、香茗绕水、沁芳春雪、铁树英姿等十大景点。福

建省在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径、构建“四梁八柱”性

质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方面担负着重大使命。福建园区的建

设深刻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的思想，是福建向党

和人民交出的一份靓丽的生态答卷。 

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没有休止符，需打造世界生态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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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新常态。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领风者。 

二、国际馆以及世界园艺展示区：演绎五大洲生态风情 

国际馆共分为四大展区：下沉广场、序厅、国家（地区）

与国际组织展区、室内花卉专项国际竞赛展示区。随着各个

国家和地区展园的入驻，园区内逐渐热闹起来，多了很多来

自世界不同国家的面孔。大家从五湖四海奔来，相聚于此，

不仅展现自己国家和组织的独特生态魅力，还将共话绿色发

展方式，展开一场世界范围生态文明的对话。园区内，不同

纬度、不同湿度下生存的植物在这里竞相生长，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展馆汇聚匠心。北京世园会不仅是一场园艺展

览，更为国际间展开生态问题的交流与对话搭建了良好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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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馆：不出国门，赏世界园艺 

 
图 6  北京世园会国际馆效果图 

在国际馆门前有 94 把钢铁“花伞”，它向观众们展示全

球园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成果。在进入国际馆的台阶

旁，有一片绿植墙，设计师把世园会的主题、理念嵌入绿植

之中，寓意通过理念的传播埋下共建全球生态文明的种子，

让未来的世界充满绿色，让自然真正感动人类的心灵。生态

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国际馆的设

计体现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人类必须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世界文明才能繁荣昌盛。 

（二）走进世界园艺展园，共鉴各国生态文明 

世界园艺展示区由 34 个独立展园和 7 个联合展园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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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北京世园会最大的看点之一。走进

世界园艺展示区，宛如穿梭环游世界，绿色之美、文明之美、

生态之美尽收眼底。各个国家展示出了先进的园艺技术和绿

色生活理念，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了全球各个国家的共识。 

表 3  世界园艺展示区部分展园与主题 

国家 展园主题 

德国 

英国 

土耳其 

播种未来 

创新，共创绿色未来 

迎接绿色未来 

法国 绿色生活，美丽家园 

拉丁美洲 隐秘在雨林中的玛雅文化 

国际竹藤组织 创意竹藤，绿色生活 

柬埔寨 融合绽放 

 

1.世园会德国展园：欧洲绿色之都 

 
图 7  北京世园会德国馆 

德国馆的主题是“播种未来”，这与北京世园会“绿色

生活，美丽家园”的主题遥相呼应。这一双层建筑，四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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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着与花园相连的绿色外墙。这种设计创建了一种自内而外

打开的连续体系，象征着自然与都市空间之间的连接，人与

自然相融共生。待到参观临近结束，可得到一袋种子，正契

合了德国展园“播种未来”的主题。只需一个花盆和一些泥

土，种子便可种植发芽，每个家庭便可以拥有一抹绿色。在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需要世界各国以及各国人民一同做

出贡献和努力，共同建设美丽世界。 

2.拉丁美洲联合展园——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碰撞

与融合 

图 8  北京世园会拉丁美洲联合展园 

拉丁美洲联合展园参展主题为“隐秘在雨林中的玛雅文

化”，该设计旨在展示中美洲地区特色园林植被独特与迷人

的地理风貌，领略神秘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热带雨林气候

下的拉美植物有着多样化的属性，这在全球生态系统中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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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之地。本次展出能让世界人民感受玛雅文化极具神秘色

彩的魅力，并拉近中国与该地区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双方

经贸、旅游、文化、教育、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合作。近

年来，拉美地区和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都做出了重

要贡献，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各国之责，应不分国界，不分

种族，携手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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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北京世园会的成果及影响 

 

北京世园会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体现，是中国

的一件盛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自 4 月 28 日开幕以

来，北京世园会以其先进的设计理念、丰富的展出项目、完

善的配套体系和人性化的服务支撑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

誉。北京世园会是世界园艺交流的盛宴，是世界文明荟萃的

百花园，其成就必然是显著的，其影响必然是巨大的。毫无

疑问，北京世园会将在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一、北京世园会展现中国生态之美 

北京世园会自开园以来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可以

说，北京世园会是一场成功而生动的生态实践，充分展示了

中国的生态之美。 

北京世园会的园区设计和展览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生

态之美。北京世园会占地 960 公顷，面积虽大，但有序的陈

列布局却不会使游客感到疲惫和枯燥。园区紧扣"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的办会主题，使游客在游览中发现自然的美丽与可

爱，将风景园林的诗情画意融入山水之中。"一心、两轴、三

带、多片区"的结构布局错落有序，中国馆、国际馆、演艺中

心、中国展园和部分世界展园使游客惊叹于生态文明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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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让绿色深入人心。 

借助科技的力量展示中国生态之美是北京世园会的一

大特色。北京世园会通过“网上世园”等方式使足不出户享

受世园美景成为可能。世园会官方网站提供了“网上世园”

入口，包括“全景看世园”、“VR 游世园”和“文化赏世园”

三种形式，自 4 月 29 日至 8 月 12 日，“网上世园”总点击

量超过 30 万，极大提高了北京世园会的影响力。“网上世

园”拓展了生态之美的传播途径，可以使更多人身临其境的

感知生态文明建设的动人之处。  

表 4  “网上世园”点击量 

全景看世园 VR游世园 文化赏世园 

场馆名称 分馆数

量 

点击量 场馆名

称 

分馆数

量 

点击

量 

场馆 

名称 

分馆数

量 

点击

量 

中华展园 

展示区 

63 143466 实景 

游园 

57 10580 风格化

漫游 

16 31245 

国际展园 

展示区 

25 10623 虚拟 

漫游 

22 70966    

生活中的 

园艺展示区 

43 26610 展前 

规划 

3 5091    

心灵家园展

示区 

2 4691       

汭河沿岸 6 5451       

合计 139 190841 合计 82 86637 合计 16 31245 

自北京世园会开园以来，到北京世园会来旅游欣赏美景

已经成为国内游客新的选择，园区内的大量外国游客也显示

了中国生态之美对世界人民的吸引力，显示了生态文明建设

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大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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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世园会接纳游客数量变化趋势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北京世园会共接纳游客突破

500 万，平均周末入园人数超 6 万人1，这是国内外游客对于

北京世园会的充分肯定。“五一”、端午节、暑期及“十一”

是游览世园会的高峰期，以“五一”为例，在短短 4 日内，

游客总量就突破了 32 万人次，高峰期游客数量超过 12 万人

次，日均 8 万余人次。这些数字充分彰显了北京世园会的独

特魅力。 

 

表 5  节假日游客数量 

节假日 日期 游客总量 高峰期游客数量 日均 

“五一” 5月 1日-5月 4日 32.7万 12.3万 8.2万 

端午节 6月 7日-6月 9日 13.8万 6.2万 4.6万 

二、北京世园会推动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北京世园会的巨大成功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1.人民网. 开园百日北京世园会游客突破 500 万人次. 

http://bj.people.com.cn/n2/2019/0807/c82840-33225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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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推动了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也向世界表明了中

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决心。 

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论总是具有说服力的，北京

世园会的成功举办就是一个生动体现。进入新时代，党中央

深刻认识到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

不可或缺的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生态文明的

重要性，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重

要思想观点2，可以说，北京世园会就是这些重要思想观点的

生动实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北京世园会为

我们找到一条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生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之路，有助于解决当前严峻的生态问题，也有助于满足人民

群众对于美好生态的需求。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表

示：“中国积极有效地推进绿色发展理念，付出巨大努力来

改善环境、保护自然，这对全世界具有示范作用。”  

为数众多的参展国和国际范围内数不胜数的积极评价

使北京世园会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这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

一个窗口。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奥斯特罗姆盛赞中国是

绿色发展的典范，高度评价中国政府重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建设。北京世园会作为国际社会携手共建生态文明的典

范，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绿色号召。它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建

 
2.习近平.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 求是. 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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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生态文明的决心，使生态文明理念走向世界。 

三、北京世园会有助于各国共同缔造清洁美丽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

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北京世

园会成为各国交流互鉴生态文明成果的重要平台，为各国创

造了携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新契机。 

北京世园会为我们搭建了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成功经验的平台。北京世园会代表了大规模文明交流互

鉴的新形势，是各国思想交流、交锋和交融的重要渠道，是

人类新思想、新观念的集中发酵地。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在北京世园会中不同国家的参

展作品各具文化特色，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交相辉映、建

筑风格和景观设计别具一格，为国内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

贵经验。例如，英国园中展示的许多植物对于维系生物多样

性至关重要，一些并无明显特色的野花都是经过精挑细选、

能够吸引鸟儿或其他传粉昆虫的，这能够保证生态建设的持

续健康运转。日本园内日式庭院的设计别具风格，将植物、

动物与人居融为一体，使住户在享受现代化生活的同时感受

生态之美，为我们做好当前的城市建设提供宝贵经验。 

北京世园会的生态理念、建设思路、园区布局、宣传推



 
 

25 

 

广等成功经验为世界各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智

慧，有利于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北京世园会取得的成就

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完全有能力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清洁美

丽世界。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作为引领者和参与

者与其他国家一起携手努力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了一个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家园，为了休戚与共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国和世界携手从北京出发、从中国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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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建设美丽中国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生态兴，则文

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

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全球气候变化、臭

氧层耗竭、海洋污染、水污染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内的

土地资源退化等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不是普通的危机、

不是区域性的危机、不是随机性的危机，而是关系到地球与

人类生存的根本性危机、关系到人类共同体实现文明转型与

持久发展的系统性危机。面对动荡不定的大世界，面对百年

不遇的大变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

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特别是

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

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

路，又为共谋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理念、新思想。 

以“绿色生活，美丽家园”为主题，北京世园会展示了

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的秀丽景致，彰显了中国在积极推

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大国担当。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倡导人们尊重自然、融入自然、追求美好生活，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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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世园会在理念和主题、设计和建造、运行和维护中贯彻了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

践。 

 
图 10  北京世园会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践行 

人类与植物相依相存、共生共长，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智慧追求，将园艺与自然相结合，北京世园会深刻体

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永定河西岸垃圾填埋场转变为锦绣谷，在设计中坚持城

园融合，将建筑与周边自然空间、植物构成融于一体，北京

世园会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建设模式，用废旧轮

胎和玻璃瓶打造马铃薯展园，以四通八达的公交专线、高速

通道为主的集约交通网为支撑，倡导绿色出行，北京世园会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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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利用现有废弃鱼塘，营造

景观水面，与妫水河相依，形成一片连绵水泽，北京世园会

践行了海绵园区理念； 

以“席地而坐”为标准，垃圾落地的滞留时间不超过 5

分钟，在规划建设中明确要求做到环境保护，不越雷池，北

京世园会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 

在中国馆和国际馆之间，用丝绸作为造型的廊架，象征

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特色园路和花草点缀组成

核心景观，作为休息驿站，北京世园会体现了人文互通和文

化互鉴，凸显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视野。 

生态文明建设已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

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果，进入了快车道，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的美丽中国将不断展现在世界面前。 

万物相生，美美与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进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

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努力、共同繁荣。全球化

时代，文明交融，互联互通，全球生态治理只有向着普惠共

赢的方向迈进，打造共享共治的多国交流合作生态治理模

式，才能共享地球美好家园、共建共荣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只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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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

行稳致远；只有统一多国思想认识，形成生态治理的统一行

动，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

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设生态文明的

时代责任已经落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肩上。让我们从自己做

起、从现在做起，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把接力棒一棒一棒

传下去。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发展大势，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性和历史性，继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推进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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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题 

1.中国举办北京世园会对生态文明建设有何意义？ 

2.从北京世园会中可以获得哪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经

验和启示？ 

3.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实践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起

到了怎样的作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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