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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情与发展”论坛组委会自 2018 年 12 月

之前，我国将进入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份成立以来，围绕我国国情与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

国际地位和责任将有进一步的变化；以 5G 和人工

积极组织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除了 2018 年学术年会

智能为引领的先进制造业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外，还举办了两次专题论坛，分别就“新城新区”建

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突破。但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

设和“美丽中国”建设两个主题进行了研讨，形成了

之大变局，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中美

不少有价值的观点。论坛简报和报告报送到有关部门

竞争与合作格局扑朔迷离，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同

和有关省区市，产生了重要作用。假以时日，该论坛

时，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压力也越来越大，在

一定能够越办越好，成为国情与发展领域有影响力的

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如何应对全

重要智库。

球气候变化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2019 年是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目

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发布了

前各部委都已启动了相关的规划研究工作。“中国

《IPCC 全球 1.5℃ 增暖特别报告》。该报告指出，相

国情与发展”论坛 2019 年学术年会以“十四五”时

比工业化前，2017 年全球温升已经超过 1℃，如果继

期国家面临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空间规划问题以及

续维持当前的温升速率，全球地表平均气温的上升将

重点区域发展问题为议题，能够让论坛服务于国家

在 2030 — 2052 年超过 1.5 ℃。相比全球温升 1.5 ℃，

“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也能够引导国情与发展相关

全球温升 2 ℃ 将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高温热浪的

学科领域加强有关问题的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影响人数将增加 1.6 倍，北冰洋夏季无冰事件从百年

“十四五”将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关键时

一遇变为十年一遇； 21 世纪末全球海平面上升幅度

期，也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2025 年

平均多增加 0.1 米，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人口将增加

*根据秦大河在“中国国情与发展”论坛2019年年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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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 000 万；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也更为

源、生物多样性和城市等主要要素的安全、可控。全

严重，海洋渔业损失量翻倍；预估全球升温 1.5℃，由

球环境变化给人类和中国带来的挑战空前尖锐、突

气候因素决定地理范围的物种中将损失 6% 的昆虫、

兀。此外，随着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很多战

8% 的植物、4% 的脊椎动物，而全球升温 2℃ 将会损

略性资源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保证战略性资源的

失 18% 的昆虫、 16% 的植物、 8% 的脊椎动物……。

安全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全球温升无论是 2 ℃ 还是 1.5 ℃，维持地球系统稳定

希望“中国国情与发展”论坛高度重视上述宏观

性和恢复力的生物物理过程和系统都需要有新的边界

背景，对我国制定“十四五”规划提出有针对性和可

条件，以确保支撑地球生命的淡水、食物、海洋、能

操作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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