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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跟踪各地落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践进展，本文通过比较各地发布的相关实施意
见文本，结合实地调研座谈，总结典型案例，分析发现：①由于各地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
关注的重点领域有所不同，部分地方突破了“七大体系”。②实践中，在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优化政府监管
服务、规范市场化建设、协同推进区域共建共保、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科学精准治理能力等方面形成了一
些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③《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的“七大体系”推进程度不均衡，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三大主体的力量结构失衡状态改善不明显，主要体现为“三多三少”，即政府责任体系
和监管体系建设多，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少；关注规范第三方环境服务、落实“放管服”多，
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案例少；社会治理以宣传活动和网格员机制多，践行绿色生活的全民行动体系成果少。为
此，本文提出，加快建立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评价体系，针对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协调推进“七大体系”建
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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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 [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要加快建立健全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
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确保到 2035 年，生态环境领
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美丽中
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到 21 世纪中叶，生态环境领
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
丽中国 [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实《意见》的角度，一是比较各地出台的实施意见文本
与《意见》的差异，二是通过实地调研座谈和资料整
理，跟踪各地实践案例，总结推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
地方实践，发现需要关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1 各地实施意见的基本框架比较
基于信息公开情况统计，截至 2021 年 6 月，已
有 22 个省份公开了实施意见全文。各地出台的实施
意见基本涵盖了《意见》提出的领导责任体系、企业
责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信
用体系、法规政策体系等七大体系。其中，贵州、辽
宁、河南、青海、黑龙江、福建、重庆、新疆、江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坚持

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云南、湖南、内蒙古等 13
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个省份的实施意见的体系框架与《意见》保持一致。
作出了系统部署 [3]，为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各地对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基本框架和逻辑结构
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的理解存在差异，关注的重点领域有所不同，部分省

保护指明了方向 [4]。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份结合地方实际突破了《意见》的七大体系。其中，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

吉林、江苏、浙江、广西增加了治理能力支撑体系，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浙江、四川、广西、北京增加了风险防控体系，山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5]。

东、天津增加了科技创新体系，上海、北京增加了区

《意见》印发后，各地结合实际，相继制定实施意
见，采取相应措施，细化落实目标任务。本文主要从落

域协作体系，浙江还增加了政府服务体系，天津将信
用体系并入到市场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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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地对具体任务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的

个人可以直接至金山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部门办理

归类也与《意见》存在差异。比如，《意见》将强化

窗口，或者登入本区一网通平台的提前服务网上办理

监测能力建设纳入监管体系，吉林、浙江将其纳入治

功能区域申请相关行政审批提前服务，得到的行政审

理能力支撑体系；《意见》将加强财税支撑纳入法律

批提前服务指导意见书可以作为正式申请相关行政审

政策体系，浙江、广西将其纳入治理能力支撑体系， 批时予以参考的指导性意见，不具有行政强制力。
天津将其纳入市场体系；《意见》将完善法规标准纳
入法律政策体系，北京将其纳入监管体系。

2 地方实践的特色路径

创新环评审批机制，提升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效
率，是优化政府监管方式的重要举措。浙江进行“规
划环评 + 环境标准”改革试点，对省级特色小镇和省
级以上各类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等特定区域，加强规

比较各地实施意见文本和实践案例发现，地方在

划环评宏观管理，制定空间准入标准、污染物排放标

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优化政府监管服务、规范市

准、环境质量管控标准及行业准入标准等项目准入环境

场化建设、协同推进区域共建共保、激活基层治理效

标准，编制环评审批负面清单，加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

能、增强科学精准治理能力等六个方面，探索形成了

评联动 [7]。在改革区域内，新建项目落地减少 80% 的

一些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

环评审批事项，减少 60% 的申报材料，压缩 50% 以

2.1 规范企业环保行为，推动企业落实环境治理主体
责任

上办事流程，为企业减少 50% 以上的环评费用 [8]。
2.3 规范环境治理市场化建设，优化企业营商环境

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其核心在于激发市

规范开放市场、创新治理模式，有利于激发市场

场主体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内生动力，不断

活力。第三方机构为企业、园区等提供污染治理服务

改善当前企业和生态环境部门在环境治理责任承担方

的方式逐渐兴起。为加快形成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

面的错位状态。通过过去几年不断强化监督，加强执

环境治理市场环境，护航企业发展经营，上海出台

法力度，企业的环保意识普遍提高，对“环保标准是 《第三方环保服务规范》（DB31/T 1179—2019）
，规定
什么”“环保工作具体怎么做”“要做到什么效果”等

了第三方环保服务的适用范围、服务单位基本要求、

方面的需求明显提升。

服务内容与要求、服务成效评价、合同签订要求等事

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市生态环境部门强化环境公

项。在此基础上，松江区针对各个行业不同特点和管

共服务意识，分批制定了饮食服务、生物制药、石油

理要求，出台了环评类、排污许可类、自助验收类第

化工、集成电路、钢铁等行业的环保守则，使企事业

三方服务机构管理实施细则。

单位和社会组织及时准确掌握生态环保领域相关法

积极探索运用绿色金融和绿色保险等经济手段，

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明确环境管理要求，并

可以解决企业研发绿色产品、实施绿色技术改造融资

帮助指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成都青白江区开展企业

与降低治污成本等实际问题。上海通过部分龙头企业

环保标准化建设，从 13 个大项 33 个小项明确工业企

的带动，帮助中小供应商进行银行担保，或者由生态

业环保管理工作细则，将企业需要履行的环保管理规

环境部门进行担保，向银行推荐环境绩效表现较好的

范和管理标准编辑成表，发放到企业手中，指导企业

供应商，解决中小供应商环保改造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对标整改。

题。浙江在重污染高风险行业和园区推行环境污染责

2.2 优化政府生态环境监管服务，助力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

任保险，企业在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后，保险公司
会为企业聘请第三方公司（即“环保管家”）为其在
污染防治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环保管家”通过常

推动现代监管体系建设的过程就是廓清政府与市

态化走访发现并告知企业存在的问题，并同步提交至

场的关系，明确政府职能、改进政府行为和提高市场

生态环境部门备案。企业可立即采取相关措施，避免
效率的过程 [6]。有效的环境监管是环境治理的基础， 环境事故的发生。
优化政府监管方式有助于健全企业责任体系。
2.4 协同推进区域生态共建、环境共保，服务国家重
行政审批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政府监管
大区域发展战略
的重要手段。政府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可以降低
企业办事的制度性成本。以上海金山区为例，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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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地方推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践进展的述评

和跨界性，环境治理需要构建横向协作、上下联动和

级人大联动监督机制的工作方案》，开展四级人大联

区域协同的网络式环境治理体系，以提高环境治理的

动监督。

整体效能。相对于区域协同治理的体制进展而言，区
域治理的法治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广州上线城市碳普惠平台，通过奖励碳币（碳币
可兑换商品），激励公众绿色出行、节水节电等低碳

在协同立法上，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已完成至

行为。在成都“碳惠天府”微信小程序中，步行、使

少 9 个协同立法项目。京津冀三地分别发布《机动车

用共享单车、燃油车自愿停驶、驾驶新能源汽车等行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于 2020 年 5

为可获取相应的低碳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骑行卡、

月 1 日起同步实施，在核心条款、基本标准、关键

话费抵用券等服务和商品。

举措方面保持一致。例如，三地共同建立京津冀机
动车超标排放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新车抽检抽查协同
机制，共同实行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记管理制度
等 [9-11]。2021 年，漳州、泉州、厦门、龙岩四市，沪

2.6 科技赋能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增强科学精准的环
境治理能力
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5G 等技术

苏浙皖三省一市，云贵川三省，川渝两地，山东胶东

的发展及应用，为环境治理创造了更多的应用场景。

五市，先后出台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法规或启动相关

成都打通数据“孤岛”，强化多源、异构和海量数据

项目。

融合，收集环境质量、固定源、移动源、环境管理、

在司法协作上，四川泸州中院、宜宾中院，重庆

外部数据等 5 大类 38 小类数据资源，接入共享气象、

一、二、三、五中院共同签署框架协议，建立环境司

经信、住建、交通、工商等 10 余个部门的 40 余个类

法日常联络、环资案件诉讼服务、环资案件调研交

别数据 134 亿余条，打造共享大数据库，并建立联席

流、环资案件执行合作、“司法 + 行政”生态环境资

会议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

源协同治理、环资人才共享、环资信息互通、环境司

更新共享数据。同时，成都充分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和

法联合宣传等 8 项成渝地区跨区域环境司法协作机制， 手机终端 App，形成了市级系统指挥派遣，区级平台
形成环境资源司法诉讼服务“同城标准”、执法办案

分发交办，部门、街道和网格员处置反馈的环境监管

[12]

“同 城 效 应” 。 辽 宁、 青 海、 福 建、 江 西、 湖 南、 工作闭环。
宁夏、甘肃等省份已开展或启动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域
集中管辖。
2.5 丰富基层社会治理手段，激活地方环境治理新效能

上海扬尘在线监测在 2020 年升级为 100 个固定
监测点和 20 辆公交车、110 辆出租车搭载移动监测
设备共同组成的环境空气质量“点线融合”移动监测
系统，实现对环境空气质量的移动监测，弥补固定

一些地方在党建引领、人大监督、公众参与新

点监测盲区。车辆每 5 秒钟上传一次监测数据，包括

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夯实基层社会治理

PM2.5、PM10、NO、NO2、CO 及辅助指标等数据，由

基础。

系统自动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价 [13]。一旦判定监测点

上海漕泾镇将党建与乡村社会治理、人居环境整

位数据已临近标准限值或出现超标情况，系统会自行

治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实施乡村“程序、责任、制

提示报警，推送到管理人员手机中。同时将对扬尘污

度、考核”四张清单工作模式，深化了基于制度的信

染“嫌疑犯”采集证据，以备后续监管和溯源应用。

任，村民自治进入良性循环。为全力打赢垃圾分类攻
坚战，护塘村党总支以网格为单位，通过定岗、定

3 地方实践存在的问题

责、定考核，明确各自责任块区、责任事项等，通过

为了适应环境问题利益主体和行为主体的普遍

党员先锋作用带动一个埭、一个片的村民，使村民们

性、广泛性特点，有效解决生产过程，特别是消费过

养成了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程的环境问题，尤其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

杭州富阳区在区辖 24 个乡镇（街道）开展生态

众共同参与。通过不断完善政府管理、市场机制和社

环境质量报告制度，并建立了配套制度。各乡镇（街

会治理三大机制，协同推进三大治理主体形成合力，

道）人大听取环保专题报告，开展问题质询和满意度

改变政府和生态环境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多方

测评，将生态环保责任下移，落实到乡镇（街道）党

共治的治理结构，这是实现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

委和政府身上。广东省人大环资委制定了《关于在茅

征和根本要求。

洲河、练江流域建立省、市、区（市）、镇（街）四

但是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各地对现代环境治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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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内涵和基本特征的理解，以及推进环境管理向环境

（1）针对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加强指导帮扶。加强

治理转型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异，《意见》中七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科学内涵、基本特征与治理理论的

大体系建设的实践推进程度不均衡，政府、企业、社

研究和宣贯培训，帮助地方干部提高理论认识水平和

会组织和公众三大治理主体的力量结构失衡状态改善

实践能力。尽快建立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评价体系，

不明显，突出体现为“三多三少”：政府责任体系和

明确建设标准，发挥评价体系和标准的导向作用，确

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建设较多，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建设

保《意见》重点任务及时落地见效，防止执行偏差。

很少；环境治理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关注政府和社会

（2）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先导作用。以绿色产品
资本合作（PPP）方式完善，规范第三方环境服务、 标准和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为基础，激发企业主动履行
落实“放管服”多，充分运用市场自身的运行调节机 环境治理责任的内生动力，完善绿色债券及绿色资产
制来推动环境治理市场化建设的案例还很少；推进社

证券化产品的配套政策，建立绿色信贷服务体系和评

会治理体系方面，介绍各种宣传活动和网格员机制

级体系，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推进绿色标准

多，践行绿色生活的全民行动体系制度化机制化建设

开发，配套鼓励绿色产品生产和消费经济政策，扩大

成果少。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绿色产业需求。

（1）资本市场引导企业绿色发展、主动履行环境

（3）深化社会参与机制改革。借力基层群团改革

责任的内生动力不足。当前，绿色在金融体系中的渗

深化基层治理，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规范环境

透率约为 4%，市场占有率将会增加 [14]。绿色金融市
场已完成规模赶超，具备制度引领的基础和条件。然

治理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加
快培养与现代化社会治理结构相适应的公益性、互助

而，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缺乏统一性，激励约束机制还

性、枢纽性社会组织，拓宽社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
难以有效弥补绿色金融收益低、风险大等初期弱势， 渠道。加强归口部门对社会力量开展环境治理的规范
且激励机制的力度和覆盖范围还不够。绿色金融产品 化管理，提高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理的有效性。
和市场体系不够丰富，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供给不足，

（4）多措并举夯实基层环境治理能力。在推进环

碳排放交易市场金融化程度偏低，碳减排任务目标的

境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的同时，将

设定对企业减排成本效益考虑不足，未能充分引导资

环境技术和培训同步向基层下沉和流动。通过科技赋

金和技术投向低碳环保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能基层的方式，将大数据“触角”伸向基层“神经末

仍处于探索阶段，生态环境价值核定由政府主导，未

梢”，加强基层发现问题的精准性。健全生态环境系

与市场机制接轨，相关市场定价机制还不健全。

统基层培训体系，解决现有分级培训质量逐级递减的

（2）依托社会力量开展环境治理的能力较弱。各

问题；选派优秀后备干部到基层任职，帮助解决基层
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有限，参与方式单一， 环境治理的实际问题。
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影响相对比较弱。生态环境
部门借社会力量开展环境治理的能力较弱，缺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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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Local Practical Progress of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E Xiabing, YIN Peihong*, WANG Zhuoyue, YANG Shengguang, ZHANG Meng
(Policy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track the practical progress of implementing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the Constructing of Modern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uiding Opinion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mplementation opinions on the
Guiding Opinions issued in every province, carries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d summarizes typical cas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Due to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modern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
different focus areas, the implementation opinions on the Guiding Opinions in some provinces break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the
Guiding Opinions. (2) In practice, it has formed som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six aspects, including promoting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responsibility, optimizing government regulatory services, standardizing market-oriented construction, jointly promoting regi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vat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enhancing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governance capacity.
(3) The degree of advancing “seven systems” in the Guiding Opinions is uneven. The imbalanc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public has not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s more than that of the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Secondly, the cases of standardizing the third-party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implementing the reforms to streamline the government, delegate power, and improve government services are more than those of
using market regulation mechanism. Thirdly, for social governance, there are more publicity activities and more cases of grid member
mechanisms, while there are few achievements of the activities to get the people to practice green life.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modern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key
areas and weak link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coordinate and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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