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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0至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

为做好参会筹备工作，2011年4月，中国政府成立了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外交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为核心单位，共29个部门组

成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中国筹委会。2011年7月，中国筹委会组织成立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以下简称《国家报告》）编写

组，全面启动了《国家报告》的编写工作。

鉴于中国政府已于1997年第十九届特别联大和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世界首脑会议前期两次编写过类似报告，本报告重点是总结2001年以来中国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客观分析存在的差距和面临

的挑战，明确提出今后的战略举措，并阐明对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的原则立场。

在内容安排上，《国家报告》共分八章。第一章对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进展、面临的挑战和战略部署进行了总体概述。第二至五章对中国推进可

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支柱建设方面的努力和进展进行了详细阐述，

主要内容包括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人的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可持

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第六和第七章介绍了中国在可持续发

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履行国际环发公约等方面取得的进展。第八章阐述了

中国政府对大会目标和主题的基本立场以及对若干重点领域的基本看法。

在《国家报告》编写过程中，共有来自40个部门及相关研究机构的数百

名人员参与，数次征求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报

告具有广泛的公众基础，充分反映了近十年来中国可持续发展取得的进展。

本报告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希望本报告能对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大会提供有益的支持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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