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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不同于科层—集中型和市场—分散型的新型治理方式，在环境治理中有其自身的优势。当
前，区域环境公共事务的不断增长已超出政府单个主体的能力范围，需要加强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等
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构建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核心的多重、复杂、交叉的网络化环境治理模式。基于网络化治
理产生的背景、演变过程和内涵，围绕多元主体相互作用、行动主体的网络关系结构和模式、治理网络的运行
逻辑和机制等方面系统梳理其研究进展，为推进我国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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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滋养发展的动力。在政策法律上，我国于 2014 年

引言
当前，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已经超出了单一行政
区，逐渐成为一个区域性问题，也给政府主导的环境
治理带来严重的挑战。这不仅要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的治理体系，还要从区域层面加强环境的协同治
理 [1]。事实上，区域环境治理强调多维层面的治理，
要求充分挖掘区域之间的多重关联性，使得新时代区
域环境治理体系具有网络化特征 [2]。在此背景下，治
理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科层
制已不能适应环境治理的现实需求，而分散型的市场
治理方式由于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难以达到理想治
理效果。基于此，一种介于科层制和市场化之间的新
型治理方式——网络化治理方式受到了广泛关注 [3]。
21 世纪初，网络化治理理论从西方传到我国，引起国
内学者的重视。他们一方面围绕网络化治理模式引起
的管理创新问题，引介国外前沿成果；另一方面试图
将网络化治理模式运用到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环境
治理、社区治理等公共领域，寻求适用于中国治理场
域的本土化治理方式。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区域环境治理政策
的演进进程，环境治理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在新时
代呈现出治理主体多样、主体责任关系日渐凸显，政
策工具复合多样、实践操作日趋规范，主体间互动越
[4]

发频繁且呈网络化趋势等特性 ，成为网路化治理理

修订了《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
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
制；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
成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管理局、长三角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加强了纵横向政府之间的合
作，不断完善跨区域协调机制，推动了区域环境协同
治理网络的构建。在治理体系上，党的十九大提出要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
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强调了多元主体参与的
必要性，为网络化治理提供强大动力。2020 年，国家
发布《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明
确了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等七大体系，现代
化环境治理体系框架已形成，为网络化治理理念落实
与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在我国区域环境治理体
系现有框架下，围绕行为主体、关系结构、行为作用
等网络化治理中关键问题梳理其研究进展，为健全我
国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1 网络化治理产生背景及其演变
1.1 传统科层制治理的弊端和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思
在工业化大生产时代，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
论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极大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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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业化进程。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全球能源

建立的纵向权力线，更强调了新兴网络建立起的横向

危机爆发、环境问题日趋复杂化，传统科层制的不足

行动线 [11]，有效解决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最

日益暴露，例如脱离现实、强调制度化、过分强调组

终实现善治目标，它是当前公共管理领域中政府、市

织利益等，导致体制分类、权力分散和结构松动，削

场和社会关系的高度综合和概括，涵盖范围更广、层

[5]

弱了治理的整体效应 。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西
方国家先后开展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公共部门管理模
式开始转变，他们试图重新界定政府作用以及公私部
门的有机连接 [6]，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扰，

次更高 [12]。

2 对网络化治理的基本认识
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

推行“小政府”
，加强对政府的政治控制，将私人部

在中文中表示统治、管理、整治、修整等意思。随着

门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引进公共管理中，而这种对市场

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兴起，“治理”一词被学

[7]

机制的盲目崇拜、公私管理混淆等引发了巨大争议 。 者们赋予了新的含义。代表性人物包括法国学者让 因此，如何平衡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成为治理

皮埃尔·戈丹、美国学者詹姆斯·N. 罗西瑙、美国学

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如何不断调整自身与市场、社会

者小劳伦斯·E. 林恩、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等，从

的关系，变革其治理模式，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

他们的核心观点可得出，治理是区别于传统政府统治

求，达到有效治理的目标 [8]。

概念，强调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围绕共同目标

1.2 公共部门四种典型形态呈现合流发展趋势

开展活动，还强调了以信任和相互调整为特征的自主
网络的作用。

进入 21 世纪，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各种公共

如表 1 所示，在对网络化治理的反思方面，国外

事务日趋复杂化，公共管理进入了一个需要多元主体

学者侧重对传统科层制治理的弊端和新公共管理运动

之间广泛而深度合作的时代，网络化趋势明显，公共

的反思，旨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由此

[9]

部门的四种典型形态呈现合流发展趋势 。一是第三

延伸出网络化治理理论体系；国内学者则是在引入国

方政府促使公共部门成为服务催化者。政府通常利

外理论的基础上，反思该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可行

用私人公司和非营利组织来提供公共服务，实现政策

性和理论本身缺陷以及官僚制的取舍等方面，旨在更

目标，即服务外包方式。这种方式在过去几十年来广

好地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这在国家反复强调政府

泛应用在美国、荷兰、英国等国家，也应用到信息技

职能转变、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

术、废品收集、社会服务、军事等多个领域。二是协

中可见一斑。

同政府成为现代治理时代政府新形态。以英国、澳大
利亚等国家为典型，通过不同层级机构、不同政府部

表1
研究对象

门之间的互动向公众提供整体化服务。协同政府的出
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公共管理改革所带来的分权和
碎片化问题。三是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成为社会

对网络化治
理的反思

发展大趋势。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组织间沟通

网络化治理

络化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四是公民服务需求多元化

的概念理解

趋势明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民对公共服务的

对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以

端和对新公共管理运动

及传统官僚制的取舍程度

的反思

进行反思 [16]

权力线以外，还需要依
靠各种合作伙伴建立起
横向的行动线，核心是
程，强调自发性

门与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等共同合作去满足公民个

政府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参

性化服务需求。网络化治理的产生就是这四种发展趋

与者最低限度地参与网
络，并不具有超越其他行

势的融合，它将第三方政府高效的公私合作能力与协

由此可见，网络化治理既包含了传统层级结构下

对传统科层制治理的弊

多元主体互动的治理过

需求不断的多元化、专业化、精细化，这需要政府部

效运行满足公民日益多元化的服务需求 [10]。

国内学者

层级结构上建立纵向的

整合组织起来，促进了网络化组织模式的发展，为网

技术将这些能力有效整合在一起，通过网络连接点高

国外学者

除了在传统的自上而下

成本大大降低，并以崭新而高效的方式将复杂的系统

同政府强大的管理能力结合起来，并利用先进的信息

国内外学者对网络化治理的基本认识

政府的地位
和作用

动者的特殊权力 [18]；形
成一种“整体性政府”
，
政府公务人员也将成为一
种“连接人”
，即“新的
治理型公共雇员”[19]

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
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
多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
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
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
程 [17]。研究聚焦在主体多
元、互动协同、资源共享、
公共价值等特征上
环境治理仍以“权威嵌入
型治理”为主，政府是推
动环境治理的主导力量，
在现阶段社会治理体系中
政府以外的主体难以实现
权力平等，仍需要以政府
为主导的协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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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化治理的概念理解方面，国内外学者虽然

治理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体系，更加体现了系统性、区

提法有些差异，但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网络化治理

域性、综合性和开放性。它以区域环境治理问题和治

是介于科层制和市场化治理方式的新型治理方式，关

理目标为导向，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府际关系协同等

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发挥政

形成的复杂网络合作体系，采用法律政策、信息化、

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优势作用， 技术创新等治理手段解决区域性环境问题，具有区域
相互合作与互动，实现资源共享和公共价值。较为系

整体化、主体多元化、机制多样化、网络复杂化、合

统地提出网络化治理理论的是美国学者斯蒂芬·戈德

作开放化、协同高效化等特征。

史密斯与威廉·埃格斯，他们在《网络治理：公共部

从系统视角来看，区域环境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

门的新形态》一书中认为，网络化治理就是政府要转

的系统工程，由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

变传统思维方式，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更多

理模式、治理机制、治理工具和治理环境等模块相

[13]

互作用而构成的动态系统。其中，治理主体是核心

认为网络化治理是理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

要素，其构成类型、关系结构、行为作用影响着参与

管理创新、社会治理结构调试的重要学理资源。孙健

主体的多元化、组织模式和机制，多元主体—结构模

的非政府组织、公众参与到治理中来。陈剩勇等

等

[14]

认为网络化治理是一种对政府、市场与社会治

式—运行机制共同构成区域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内

理进行高度综合的理论模式，它能够通过由公共部

容。因此，在网络化治理视域下围绕多元主体相互作

门、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组成的网络联盟来提供公

用、行动主体的网络关系结构和模式、治理网络的运

共服务。何植民等

[15]

认为网络化治理包含了高效的

公私合作，也意味着政府与公私合作网络的管理能力
增强。
在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国外学者认为政府作
为网络策划者兼参与者，需要做好网络的设计和监督

行逻辑和机制三个方面梳理其研究现状，为我国区域
环境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依据。
3.1 多元化环境治理主体及其相互作用
多元化主体共治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明确

管理、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建立信任和沟通机制、 主张在环境治理中构建基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
维持网络关系等等，政府公务人员也将成为一种“连 治理模式，以期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机制在环境治
接人”，即“新的治理型公共雇员”，并不具有超越其

理中的协同治理效应。“多元共治”环境治理基于协

他行动者的特殊权力。国内学者则认为政府在网络化

同论、多中心治理等理论，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开

治理中占据主导作用，仍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的协作

展环境保护活动，有效预防和解决由环境问题引起的

网络。

各类社会矛盾 [22]。政府、企业、非营利环保组织、公

3 区域环境治理体系框架下的网络化治理研究现状

众、媒体等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相关利益者，他们的
目标和利益诉求都存在差异，那么，在环境治理中其

区域环境治理是以网络化治理、“新区域主义” 地位作用和参与方式也会不同。社会网络组织理论认
治理等理论为基础，针对区域性突出环境问题及其治

为，这些主体是治理网络的结点，网络结点可以是某

理困境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新区域主义”是区

个机构，也可以是群体组织，它们通过某种关系或联

域环境治理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该理论是在 20 世

系构成复杂的网络系统。基于行动主体的多元性、多

纪 90 年代美国大都市区跨区域性政策的经验性研究

层次性，各个环境治理主体间形成了相互依赖、互动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都市区治理新视角

[20]

，它强调大

合作、利益共享的关系。

都市区治理应通过公共部门和私人主体之间的紧密联

在现代社会，面临复杂的环境问题，无论是政府

系，即治理协作网络。大都市区治理强调政策相关主

还是企业、社会组织，都无法仅靠自身的能力处理一

体之间协商谈判的过程，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文

切所需的信息和知识，环境治理必须依赖多元治理主

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网络合作体系，而多层级政府方

体“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因此，多元主体的角色

法、功能连接方法、综合网络方法是其三种主要实践

和作用是环境治理形成的内在因素。学者们针对当前

途径 [21]。目前，国内大多研究集中在跨区域协同治

面临的环境领域现实困境，强调构建多元主体治理网

理方面，由此延伸出地方政府间协作、跨区域府际关

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的同时，分析了各主体在网

系、区域整体性治理、区域联动防治等方面的研究， 络化治理中的地位作用。有的学者考虑到我国制度因
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理论体系。事实上，区域环境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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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层面上，政府是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主体，是推

区域自主型网络三类环境合作治理方式 [9]。有学者从

动环境治理的主导力量，应在网络的策划、协调、维

治理范式提出，目前网络化治理可分为纵横交错型网

护管理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企业是重要主体，担负

络化治理范式、嵌套型网络化治理范式、智慧型网络

着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非营利社会组

化治理范式三种，为我国环境制度设计提供了科学依

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
，为环境治

据 [29]。也有学者从关系网络、治理结构等方面分析

理提供宣传、组织、建言献策以及专业性服务；社会

了当前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困境，认为央地政府

公众是最重要的行动主体，是环境治理的直接推动者， 间“金字塔形”的治理结构、基于沟通协调的地方政
开展舆论监督和政策落实。政府处于环境治理结构的

府间治理结构、基于激励的政企间治理结构是影响协

中心，治理机制以竞合关系作为运转的基础，环境合

同治理合作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30]。基于多元主体在

作呈现动态性、复杂化和网络化的特点 [23]。有学者认

区域环境治理网络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当前我国政治

为，公众是区域环境网络化治理最主要的主体力量， 文化背景和基本国情，本研究认为区域环境治理可分
治理的实质在于保障和实现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权 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如区域性环境治
利，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纵横交错、错综
复杂”的网络状结构

[24]

。还有学者关注非正式组织的

作用，认为网络组织形态的一个重要基点是非正式组
织能充分发挥效力，不仅包括企业非正式组织，还包
括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或纽带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 [25]。

理）、政府引导下的市场治理模式（如水权、排污费
交易、碳交易等）、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组织自主治理
模式（如“零废弃联盟”）三种关系模式。
3.3 环境治理网络的形成、运行逻辑与机制
3.3.1 环境治理网络的形成与运行逻辑

3.2 行为主体的网络关系结构与模式

从环境治理网络的形成与运行内在逻辑关系来

按照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网络是由多个主体及

看，多元主体参与网络化治理的内在行为动机是为了

它们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它既会连接起没有纽带

实现资源依赖与互补，寻求可依赖与互补的资源是利

关系的行动者，也会将行动者划分为不同的关系网

益主体参与网络化治理的动力之源。学者们从资源依

络。关系要素和结构要素是社会网络的两大分析要

赖理论解释了网络化治理形成的内在需求，强调网络

素，1985 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

化治理是建立在资源依赖基础上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

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了“关系性嵌入”和“结

模式。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不可能拥有

构性嵌入”两种网络嵌入方式，前者是以关系网络为

其发展所需的全部资源，都需要与其他组织进行资源

核心的嵌入方式，强调双方在共同目标下，基于信

交换和整合来维持生存。这种组织对环境的依赖关系

任、信息共享等形成的嵌入，深受网络其他成员的影

体现为组织之间通过合作提高资源的效率，最终实现

响；后者表示行动者之间除了双边关系，还可通过第

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方进行联结，强调以系统为特征的联结结构

[26]

。之
那么，在区域环境治理网络中，“利益主体都做
后，Dimaggio 等将嵌入性分为结构嵌入、认知嵌入、 什么”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共同开展资源环境保
文化嵌入与政治嵌入 [27]。Provan 等 [28] 研究了组织网 护、生态建设等活动。多元主体共同开展活动是环境
络的治理及其对网络有效性的影响，并提出了网络共

治理网络形成的前提以及网络运行的基本形态，它能

治型（shared governance）、网络领导型（network lead

够促进利益相关者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便于利益相

organization） 和 网 络 管 理 型（network administration

关者平等、协商对话，有利于构建利益相关者之间既

organization）三种不同的网络治理结构模式。

形成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又在合作过程中相互制

这些研究结论同样适用于区域环境治理，为我国

约和监督的动态网络。二是构建沟通与信任的自主网

开展区域环境网络化治理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络。建立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信任是环境治理网络
通常在区域环境治理中政府往往根据环境问题的性质

能否成功的关键，合作共识与信任是网络维系的纽

不同，即情景不同调整其网络关系结构和方式，以便

带，没有信任，人们将不会合作，也不会分享知识。

更加高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例如，在跨区流域治理

而强大的沟通联系能力、高水平的协调能力、消除文

中，我国探索并建立了跨流域“河长制”，推动跨区

化差异、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知识共享等是环境治

域联动。从城市群区域环境治理实践来看，可以大体

理的成败关键。三是制定规范约束与激励。虽然网络

归纳为中央政府推动型网络、中心地区率领型网络、 化治理强调一种自组织的过程，但同时需要通过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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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约束条例和激励手段去强化网络的内聚力和运行

地方关系、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以及政府内

力。通常环境治理组织的规范包括环境法律法规、战

部各部门间的分工关系。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政府关系

略合作协议、行动规则等，还包括信任、声誉等非正

包括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的静态与动态互动关系，府

式规范，共同规范、引导行为主体在治理网络中承担

际关系研究的重点是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政府间决

应有的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

策过程及协调联动 [37]，其类型包括十字形府际关系、

3.3.2 环境治理网络的运行机制

斜向府际关系和网络型府际关系。其中，网络型府际

当政府、社会和市场等组织相互交叉叠加时，环
境治理根据其治理需要、动机、行为、反馈会衍生出
一系列复合治理机制，并通过这些关键机制，环境治
理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复合网络 [31]。其中，利益协
调机制、府际关系联动机制、沟通信任机制是关键
机制。
（1）主体间利益关系及其协调机制。围绕“如何
让多元主体参与到环境治理网络中来”这一重要问
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普遍认为多元
主体治理网络中，最为关键的是协调和处理好主体间
的利益关系。事实上，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公众、公

关系以扁平化组织结构、政府间的分权与合作为特
征，正在成为中国政府间关系的未来走势 [38]。国内学
者从协同学、博弈论、网络化、制度集体行为等不同
视角探讨了府际关系的重构与协调机制。其中，有些
学者基于网络化视角开展研究。温雪梅认为制度安排
及网络是理解地方政府协作行为的重要变量，以府际
关系网络为切入点，构建起连接协作行为与制度的桥
梁，弥补了以往“原子式”个体视角的不足 [39]。也有
学者认为我国环境治理中确立的政府间共同监管的横
向合作关系和逆向责任机制的纵向控制关系模式衍生
出很多治理问题，因此，提出重新理清政府间关系，

推动环境治理由共同监管模式走向协同管理模式，加
众与政府等主体之间存在各种矛盾、冲突甚至对抗。 快促进环境治理网络形成 [40]。还有学者认为构建府际
多元行动主体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和资源，衍生出了错 关系网络是建立在资源整合基础上的一种新方式，政
综复杂的网络关系 [32]。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是否合

府在跨区域环境治理过程中需要通过协商、信息资源

理直接影响合作成效及其连续性，协调好多元主体之

共享等方面的机制构建，整合不同层级政府机构资

间的利益分配是实现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关键 [33]。按

源，提升跨区域环境协同效果 [41]。

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区域环境治理不再只是政府的责

（3）联结的纽带及其沟通信任机制。在环境治理

任，而是全体利益相关者密切协作、优势互补、分工

中，政府部门必须要构建相应的模式，建立可信赖的

负责，需要构建多元利益主体的共治模式，从而形成

沟通渠道，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活动并建立可信赖

负责的利益与责任关系 [34]。在我国区域环境治理实践
中，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的关系，并处理好能力问题、技术问题、沟通问题和
文化问题。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能够帮助

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成为解决当前生

实现这一目标，通过计算机网络能够将环境合作伙伴
态产品和制度供给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手段。 彼此和公共部门连接起来，但还需要关注沟通渠道、
随着网络化治理的发展，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网络 形成共识、协调活动、稳定信任关系、消除文化差
型生态补偿机制、复合型生态补偿机制等相关研究开

异等方面。其中，利益相关者形成共识和信任尤为重

始兴起。有学者认为，跨界多元化生态补偿既包含不

要，是环境合作网络形成的重要联结机制 [42]。而与伙

同层级政府层面，又包括横向政府协同层面的生态补

伴沟通、协调各种活动和建立关系是区域环境治理的

偿，还包括市场化生态补偿方式

[35]

。也有人基于目前

三大重要支柱，若想维持或改善一个治理网络的联结

我国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问题，从网络视角探讨了网

能力，不仅需要培养深而广的纽带关系，更需要通过

络型生态补偿机制构建问题，认为网络型生态补偿是

多元化的网络管理方式、共享知识、调整各种价值观

指基于行政层级和公益性为主的纵向生态补偿机制和

念和激励机制，建立多元主体间的信任。事实上，在

基于市场和公平性为主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纵横交错

网络化治理过程中，参与者之间利益差异的存在使得

的补偿机制 [36]。

一致目标难以达成；参与者力量的不对称，也会阻碍

（2）府际关系及其联动治理机制。随着我国区

平等谈判，而彼此之间互动程度不同及由此产生的信

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加快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

任差异，可能导致协作的不顺畅 [43]。在京津冀大气环

落实，府际合作环境治理成为区域环境治理的必然选

境治理中，共同的目标、相互信任、平等协商是大气

择。府际关系是指政府之间的关系网络，包括中央与

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因素。马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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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4] 认为，构建区域环境治理网络的信任机制一方面

论，进一步通过网络构面剖析寻求关键连接点，构建

要消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 以多元主体共治网络为核心、以政策网络为推动力的
去构建利益协调一致关系；另一方面要消除政府部门

多维交织的区域环境治理体系，为区域环境治理协调

和企业之间的敌对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竞争关

问题的连通提供科学依据。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珠

系，去构建信任合作的伙伴关系。在实践层面上，英

三角等重点区域，结合不同区域发展特征和治理痛

国的许多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伙伴关系委员会或多层级

点，从网络视角重新审视具有多向、多结构和动态演

的伙伴关系治理模式，他们会通过举办论坛、联合决

变的治理问题，构建网络型环境治理体系及机制，为

策、制定绩效标准等措施维持网络成员的稳定性，促

解决多层次环境协调问题及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性难

进知识共享。

题提供支撑。

4 网络化治理的中国实践与区域环境治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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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Governance
LI Mei
(Beijing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governance, network governance has its own advantage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hierarchical centralization and market decentralization. At present,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ublic affairs
has exceeded the capacity of a single government subject,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joint governance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public, construct a multiple, complex and cross-network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del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s the cor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evolution proces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network
governa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its research progress in terms of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network
relationship structure and mode of action subjects, and the operation logic and mechanism of the governance network, which provides
basis for th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iz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regional environment; network governance; multiple subjects co-governance; governanc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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