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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研究
王金南，秦昌波，田超，程翠云，苏洁琼，蒋洪强
(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北京 100012)

纵观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保护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实践以及我国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我国生态环
境政府管理体制应该包括决策、执行、监督、协调和提供环境公共物品等五大主要职责，体现为决策
力、执行力、监督力、协调力和生产力等“五力”。遵循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原理、职责分配和事权
划分原则，本研究提出资源与环境统筹的环境与资源部、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一体化的生态与环境部、
强化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监管的环境部、深化改革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环境保护部等四种改革方
案。根据四种改革方案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协调性要求”和“实现难易程度”，建议在深化改革
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环境保护部基础上，启动强化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监管的环境部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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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sign of the Reforming Scheme of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System for China
Wang Jinnan, Qin Changbo, Tian Chao, Cheng Cuiyun, Su Jieqiong，Jiang Hongqiang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in China, Chinese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should include
five main responsibilities—decision-making, execution, supervision, coordination and provis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which are embodied in ﬁve kinds of government abilities—decision-making ability, executive ability,
supervision ability, coordination 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management system, responsibility assignment and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rights, this study developed
four proposed reform schemes. Th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with planning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as a whole,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with unify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 control, Th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with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 control,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th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existing eco-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assessment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ffect, coordination requirements and reform difﬁculty levels of these four reform schemes, suggested that on the basi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existing eco-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 we should initiate the reform scheme to
establish Th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with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 control.
Keywords: institutional reform; administra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schem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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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明确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依靠体制改革

1.2 维护生态环境系统完整性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要与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这一内在本质特征相适应 [2]。生态系统是生
物及其生存繁衍的自然因素和条件的总和，它由多个
要素组成，各要素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形成复杂多

和制度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

样的结构和功能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系统性、

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

区域性等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

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1]。习近平总书记

“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
还进一步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
很大程度上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关。根据我们对《决 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
定》精神的理解，
“生态环境”是指决定和影响人类生

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存与发展的大气、水、土地、森林等环境要素以及生

因此，组成生态系统的各项环境要素，从山顶到海洋，

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容量与质量的总称，涉及生态保

从自然到人工，不能分割，各要素形成的结构与功能

护、污染防治及监督管理。
“管理体制”是指国家的法

关系不能打破。生态环境保护必须遵循生态系统的特

律体系、政府行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以及相关管理

点进行综合管理，实现要素综合、职能综合、手段综

制度，既涉及中央政府的部门设置，也涉及中央与地

合，形成从山顶到海洋、从天上到地下的一体化管理，

方的关系，同时兼顾治理体系（governance）。因此，

将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

本文重点围绕生态环境管理的职责定位，提出生态环

费的各个环节，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

境治理体系下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及其方案建议。

1.3 统筹考虑生态系统二重属性

1 生态环境政府管理体制的理论与原则

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具有物质（能
量）属性和生态属性。其物质属性体现为作为自然资

改革现行的生态环境政府管理体制，建立符合市

源被广泛开发利用，其生态属性体现在为人类提供生

场经济和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新型生态环境政府管理

态服务（包括环境调节、生物多样性等生态产品），

体制，必须根据公共管理学理论和生态环境系统管理

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

原理，同时遵循污染物—污染源—污染介质统筹、生

共产品”。生态系统的两种属性实际上是一体两用，

态环境系统完整性、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统筹、国内

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与国际环境保护统筹等基本理论和原则。

1.1 生态环境保护公共物品属性

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任务主要是维护和提升生
态系统及其生态服务功能。有两种过程影响生态服务

公共管理学理论认为，政府、企业和公众是生态

功能：一是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即污染物

环境治理体系的三大主体，而政府是生态环境治理体

的化学作用；二是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物理性

系的主要决策者、监督者和责任者。世界银行在 1997

破坏。当然，也包括其他因素，如物种入侵的生物作

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归纳了现代政府 5 项最基

用等。因此，生态环保体制的主要职能就是污染防治

本的责任：①建立国家的法制基础；②保持国家宏观

和生态保护，两者形成有机整体。严格来讲，生态保

经济稳定；③向人民提供社会和基础设施服务；④保

护主要包括保育和修复，这两者可以是针对不同情况

护社会中的弱势群体；⑤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因此， 采取的不同措施，亦可为同时使用的措施。因此，保
作为准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保护，政府对其生产、供 育和修复同属保护生态服务功能的对策体系，不应分
给、分配和监管都负有责任。当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

离。但我国生态环保体制是在已有资源管理部门体制

稀缺时，其使用就会产生外部不经济性，对国家利益

构架下建立起来的，导致生态保育与修复职能严重分

和公共福利造成损害。市场本身不具备保护环境的能

散，人为割裂了生态保护的完整性，造成生态保护与

力，反而常常会引发环境破坏。政府必须承担起保护

污染防治分离。

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责任，即使是利用市场手段保护环
境，也需要在政府的监督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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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往往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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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环境污染和破坏，从而造

治和生态保护的手段来看，彻底的、系统的污染防治

成“公地悲剧”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维持生态服务

必须是生态健康型的，而且很大一部分手段就是生态

功能，必须首先明确自然资源的产权，并加强对开发

保护和修复措施。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必须将生

利用活动的监管，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进行

态保护与污染防治有机结合、统筹考虑，两者双管齐

审视，建立互相制约又相互协调的体制：一是按照自

下对环境保护起到倍增效果，分而治之则事倍功半。

然资源所有者与管理者分开原则，建立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体制和自然资源监管体制；二是按照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与保护分开原则，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
的环境保护纳入生态环保体制，同时，将监管自然资
源开发利用的环境保护制度，如空间规划、生态保护
红线、国家公园等作为源头严防的职能一并纳入，建
立自然资源监管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相统一的体制。

1.6 国内与国际环境问题统筹协调
目前人类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环境危机，
并将对未来的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某些
环境的解决上，也越来越多地牵涉到国家利益的争夺，
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全球
性环境问题使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这种相
互依存，一方面演变成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成

1.4 维护污染物与污染源和环境介质之间的统
一性

了国家合作；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对抗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

臭氧层保护、荒漠化、国际水域等领域制定了一系列

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监管所有污染

的环境公约。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大国，中国已经积

物排放，实际是监管所有污染源通过所有环境介质排

极地参与到各个公约的起草、谈判和履行之中，并在

放的所有污染物。这就是明确提出了维护污染物—污

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同近

冲突。为此，国际社会先后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染源—环境介质之间统一性的要求。污染物是指由于

三十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或备忘录，
人类的活动进入环境，环境正常组成和性质发生改变， 加入了包括《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直接或者间接有害于生物和人类的物质或能量，如二 《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
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氮、生化需氧量、持久性有机

《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
《危险废物跨境转移的巴

污染物、光污染、辐射污染等。之所以有污染物，是

塞尔公约》等近三十个国际环境公约。

因为有污染源，污染源是指向环境排放或释放有害物

目前，中国对于国际环境公约的履约管理以及相

质或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的场所、设备和装置，包括

应环境问题的管理工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法律和政策
点源（矿山等）、面源（农业等）、固定源（工厂等）、 基础，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由于中国的履约管
移动源（车、船、飞机等）。污染物之所以能对环境 理按照各部门的管理职能由各部门分工负责，部门之
造成危害，是因为污染源将污染物排放到了环境介质

间存在着众多难以在短时间内调和的利益纷争，也存
中。环境介质是指传播污染的载体，包括水体、大气、 在着一定的职能冲突和矛盾，因此，各部门在全球环
土壤等。因此污染物、污染源、环境介质三者不可分割， 境问题管理中如何相互协调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污染物必由污染源产生，通过环境介质传播和承载。

这种协调工作虽然原则上应该由环境保护部来进行，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要将三者统筹考虑。

但是由于环境保护部在国家各部委现有的地位因素，

1.5 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统筹协调

以及其协调上职能设置的不完善和相应管理能力的欠

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是维护生态服务功能的两个

缺，相对国内环境保护问题协调，环境保护部在国际

方面，无论从生态环境的完整性还是系统性，无论从自

环境保护部门协调上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使

然属性还是实践属性看，二者都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其成为我国“四大尴尬部门”之一。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环境污染

2 生态环境管理的政府职责定位

会损害生态系统的功能，生态破坏则会加剧环境污染
的程度。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又相互促进，具有很强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生态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主要

的互补性，强化污染防治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减轻

职责，是现代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纵

生态环境压力；强化生态保护则可以提高环境自净能

观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保护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实践以及

力，扩大环境容量和提升生态环境承载力。从污染防

我国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我国生态环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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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理体制应该包括决策、执行、监督、协调和提供

高环保部门组织实施规划的能力，尤其是规划实施配

环境公共物品等五大主要职责，体现为决策力、执行

套的“独立”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能力。生态环境部

[3，4]

力、监督力、协调力和生产力等“五力” 。这里的“力” 门在组织和投资方面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在执行力方
是表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方向和能力 面还要考虑到执行绩效问题。
大小的一种“矢量”。根据 2008 年全国人大批准的《国
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环境保护部的主要职能是：拟

2.3 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监督力

订并组织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政策和标准，组织编制

在环境监督力方面，监管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地

环境功能区划，监督管理环境污染防治，协调解决重

方政府执行和落实环境政策法规的监察和考核，二是

大环境问题等。因此，建议新一轮的生态环境政府机

对部门行业和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这次改革要以环

构改革，根据“五力”法则，重点提高“五力”中的

境监管力为重要突破点，加强各级环境执法、环境监

执行力和监管力，逐步实现环境保护“六统一”，也
就是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实施、统一监管、统
一监测、统一发布。

2.1 生态环境保护决策：决策力
决策是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构最基本也是最
重要的职能 [5]。对于这项职能，公共管理学形象地比
喻为，如果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是一艘船，那么
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构的职责就是掌舵。在环境
决策力方面，要重点加强环境保护基础性规划的作用，
尤其是建立完善的环境功能区划制度，同时与主体功
能区划在环境政策上相衔接。作为环保部门，要告诉

测、环境信息公开的作用，树立环境保护部门在社会
公众中环境监管的良好形象 [6]。目前的《环境保护法》
远远不能适应环境保护的新形势，要通过《环境保护
法》的修订明确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环境事权，强化
派出机构监管力度及其权威性。

2.4 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协调力
在环境协调力方面，主要是部门环保工作的协调
和国际环境事务的协调。从“环境部”大部制角度看，
这次改革的空间较大，期望通过改革解决协调力的问
题。
当然，
环保部门也不能抱有
“环保的事情环保部门做”
这种落伍的观点，要树立“放眼看环保，大家做环保，
共同保家园”的观念，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最大的“统一

经济管理部门、建设部门哪些土地从生态环境角度出

战线”和“全民环保”。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

发是必须保护的，全国的国土究竟有多少环境容量、

构依据法律授权，
代表国家行使仲裁、
协调，
处理部门间、

环境承载力有多大等。环保部门要通过战略环境影响

省际、跨流域环境保护问题等协调职责。

评价、环境经济政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实现与
经济部门、产业部门政策的一体化。要加强环境政策
与部门政策、经济政策的一体化，目前这方面所做的
工作与实际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

2.2 生态环境保护执行：执行力

2.5 生态环境公共物品提供：生产力
根据传统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准公共物品的生态
环境主要由政府提供和配置。这些生态环境公共物品
包括清洁水、清洁空气、清洁土壤和美丽的大自然生
态系统等。政府通过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建设和运

在环境执行力方面，目前水污染、大气污染、废

营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为老百姓提供生态环境产品和

弃物污染的管理力度是很弱的，建议加强环境介质管

服务。从目前来看，生态环境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是

理和环境公共投资的管理，提高环境保护的专业化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而是分散在城市

理水平，实现以环境介质为导向的规划、政策、标准、 建设部门以及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技术、手段的一体化管理。在生态保护方面要加强对
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农村生态环境的
保护。目前，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已取得一定进展，

3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中央政府生态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是整个国家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新一轮的中央政府生态环境保

但是六亿多农民享受的环境，特别是农村水环境安全

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遵循生态环境保

是触目惊心的。各级环保部门特别欠缺环境规划、政

护治理体系原理、职责分配和事权划分，设立生态环

策和标准的执行力，特别是环境公共财政的执行权力

境保护大部制，统筹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统筹国内

和能力极其缺乏。建议这次改革中加快建设公共环保

与国际环境问题。在这一思路下，提出资源与环境统

财政预算体系，赋予环境公共财政执行权力，真正提

筹的环境与资源部、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一体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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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与环境部、强化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监管的环境部、 3.3 强化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监管的方案：环境部
深化改革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环境保护部等四种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精神和生
改革方案。

态文明战略布局，考虑目前阶段国家生态保护与污染

3.1 资源与环境统筹的大部制方案：环境与资源部

防治任务艰巨性的差异，同时全面统筹海洋和陆域环

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
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从长远角度看，生态环境的保
护不能独立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之外，基于自然资源
与环境统筹的体制，建议建立“国务院环境与资源行
政管理部门”，将环保、国土、水利、农业、林业、
海洋、气象等涉及资源管理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部门职
能整合，把国家发改委的应对气候变化和住房建设部
的城镇村庄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纳入，增强生态环境
保护与自然资源开发同国民经济政策的统筹协调职
能。最终，将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相结

境保护以及“山水林田湖”生态系统保护，可能会造
成巨大的冲击和改革压力，因此，在生态环境保护一
体化基础上，重点强化生态环境的监督管理和独立
执法职能。基于这一考虑，建议建立国务院生态环境
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环境部”（th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新设立的环境部全面负责生态保护与
污染防治，重点强化生态环境的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
重点把国家林业局的生态保护与监管职能调整到环境
部，强化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独立监督和执法职能，
提升监督职能部门层级，加大监督执法权力，对全国

合并统筹管理，形成“环境与资源部”（the Ministry

生态环境进行监督管理和执法。

of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这个方案是一个
最全面、最综合的环境资源大部制方案，建议设立的

3.4 深化改革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方案：环
境保护部

“环境与资源部”全面负责国家自然资源开发的生态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要求，优

环境保护监管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3.2 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一体化的大部制方案：
生态与环境部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精神和生
态文明战略布局，统筹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统筹海
洋和陆域环境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生态系统
保护，全面实现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一体化。基于
这一考虑，建立国务院生态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设
立“生态与环境部”（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在原来环境保护部已有职能基础上，将国土资源
部的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预防与治理的职责划归
生态与环境部；将水利部的水资源保护和防治水土流
失的职能划归生态与环境部；将农业部的农业资源保

先解决突出的生态环保职能分散交叉问题，建立统一
的污染防治监管体制、统一的生态保护监管体制、统
一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制三大主体体制，配套健全
统一的环境影响评价体制、独立的环境执法体制、统
一的环境监测预警体制，同时将国家林业局的生态保
护职能整体划入环境保护部，将国家发改委的应对气
候变化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职责划入环境保护部，
形成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等一体化的“大环境”格局。
具体包括：
（1）建立统一的污染防治监管体制。对所有污
染物，包括点源、面源、固定源、移动源等，地表水、
地下水、海洋、大气、土壤等所有环境介质的污染防
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管。
（2）建立统一的生态保护监管体制。对草原、

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和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职能划

森林、湿地、海洋、河流等所有自然生态系统，野生

归生态与环境部；将海洋局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职

动植物、生物物种、生物安全、外来物种、遗传资源

能划归生态与环境部；将国家发改委的应对气候变化

等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

管理职能划归生态与环境部；将住房建设部的城镇乡

公园、地质公园、自然遗迹等所有保护区域进行整合，

村人居生态环境改善的职能划归生态与环境部；将林

实施统一监管，并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业局和气象局的职能整体划入生态与环境部。同时，

（3）建立统一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制。将民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开发、国民经济政策统

用核设施与军工核设施进行统一监管，将核事故与辐

筹协调的职能。新设立的生态与环境部全面负责生态

射事故进行统一，建立统一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及应

保护与污染防治，而国土与资源部全面负责自然资源

急响应体系，形成独立、权威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

产权和资产监督管理。

制，确保核与辐射安全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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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统一的环境影响评价体制。将战略环评、
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等所有层面，以及海洋工程环评、
海岸工程环评、水土保持方案等所有领域环境污染和生
态影响的环评进行统一管理，避免多头负责、重复审批。
（5）建立独立的环境执法体制。将环境执法力

档分别代表保护效果“差、一般、较好、好、最佳”；②“协调
性要求”分为五档，每一档用一颗“★”表示，第一档至第五
档分别代表协调性要求“低、中等、较高、高、最高”；③“实
现难易程度”分为五档，每一档用一颗“★”表示，第一档至第
五档分别代表实现难度“低、中等、较高、高、很高”。

从四种改革方案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协

量进行整合，明确环境执法地位，强化环境执法权威， 调性要求”和“实现难易程度”三个方面的评价结果
建立有力、高效的环境执法体制。完善国家环境监察 来看，方案一设立环境与资源部，实施资源与环境统
制度。加强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执行国家环境法律

筹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好，大大降低了部门间协调性要

法规和政策的监督，纠正其执行不到位行为，特别是

求，但由于涉及的职能整合部门过多，其改革难度最

地方政府对环保不当干预行为。

大。方案四立足于现有的环境保护部职能基础上进行

（6）建立统一的环境监测预警体制。将地表水、

体制深化，仅涉及有限部门的职能整合，其改革难度

地下水、海洋、卫星等环境监测资源进行整合，建立

最小，但正因如此，改革后对减少部门间协调性要求、

陆海统筹、天地一体的环境监测预警体制，为环境管

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效果提升一般。方案二和方案三介

理提供有力的基础保障。

于两者之间，主要强调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统筹，能
够大幅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和降低协调性要求，而

4 结论与建议

由于方案三重点强化生态环境的监督管理和独立执法

四种改革方案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
“协调性

职能，能够有效降低改革的难度。

要求”和“实现难易程度”比较见表 1。“生态环境

综合考虑，建议国家生态环保体制改革由易到

保护效果”是指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对生态环境的

难，首先尽快启动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

保护能够达到何种效果，取得何种程度的效益；“协

方案，建立统一的污染防治监管体制、统一的生态保

调性要求”是指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生态环境保护

护监管体制、统一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制三大主体

工作需要协调其他机关、部门、地方政府等的复杂程

体制，早期收获改革红利。在此基础上启动方案三的

度；“实现难易程度”是指不同的改革方案要实现所

改革，设立环境部，强化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监管一

需要的改革力度和克服的困难程度。

体化，重点把林业部门的生态保护与监管职能调整到

表1

环境部，强化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独立监督和执法职

四种改革方案比较

能。随着改革的推进，未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探索
改革方案
方案一 ：
环境与资源部
（ 资 源与 环 境 统
筹）
方案二 ：
生态与环境部
（生态环境保护
一体化）

生态环境
保护效果

实现难易
程度

★★★★

★

★★★★★

[1] 张高丽 .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J]. 水政水
资源 , 2013, 24: 3-11.
[2] 李干杰 . 积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J]. 环境保护 , 2014, 42(1):

★★★

★★★

★★★★

10-14.
[3] 王金南 . 运用“四力”法则 推进环保机构改革 [N]. 中国环
境报 , 2008-05-09(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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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竹立家 . 国家治理体系重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J]. 中共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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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注：改革方案对比表格中的“★”数量代表的含义：①“生态环境保
护效果”分为五档，每一档用一颗“★”表示，第一档至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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